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貢獻獎項 恆明光電 薄膜光學概論 崑山科技大學 翁佳玄 林博均 馮彥穎 林毓麟 林廷諺 葉培宏

人文類 SquareSeal Life Café 中央大學 方志筠 簡宇謙 -

科技類 Alsu 3D列印串連生活 輔仁大學 蘇庭儀 沈采瑩 -

人文類 Colokala 澎湖公車導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黃柏鈞 李建勳 李姿瑩 林思伶 馮羿樺 吳鎮宇

人文類 文藻黑馬 城都逸境 文藻外語大學 曾霈宭 何嫥嫥 -

人文類 水果歐爸 水果寶島 醒吾科技大學 陳柏成 張紘瑜 高政裕 謝惠菁

科技類 七月七日晴 九大行星 醒吾科技大學 葉豐任 李瑋馨 談子瑀 蔡明叡 謝惠菁

人文類 拒絕延畢 國家風貌 醒吾科技大學 王啟任 王昱勛 鄭煒宥 陳祐萱 謝惠菁

人文類 Try sound 弦外知音 醒吾科技大學 丁聖哲 羅于哲 李俊祐 黃建睿 謝惠菁

慈善類 慈善GO 第一線海岸 醒吾科技大學 黃玟銨 楊欽皓 陳政君 陳韋翰 詹惟凱 謝惠菁

科技類 Fu Jen Sedia
Moto Travel

Taiwan
輔仁大學 鄭創元 林逢昱 蔣均驊 邱名呈 -

人文類 大顆壽司
墾丁國家公園介

紹
萬能科技大學 李東憲 沈旻頡 甘其正 詹朝勛 李文昌

人文類 德明媒計隊 旅遊網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張育婷 連家娸 林于珊 劉家溱 蕭惠君 郭龍文

人文類 康樂啦啦隊
新竹玻璃與玻璃

工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聿儒 余康正

王聖銘

鄭建文

人文類 玉子燒 遇見之旅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 賴榛羚 李懿庭 周傳柔 姚鈞鐘 -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光復人文 光復Coffee life 修平科技大學 葉兆軒 翁宇凱 林素穗

科技類 為了追求自由 揪團訂餐系統 輔仁大學 江明錡 方鈺茹 王新翔 -

科技類 歐嚕嚕 戶外教學 崑山科技大學 江官駿 黃禹傑 陳晉安 曾昭雄

科技類 南臺No.1 顯示技術 南臺科技大學 李名鎧 彭士恩 方信普

人文類 南臺守護神 門神資訊 南臺科技大學 葉建谷 陳柏宏 方信普

科技類 中科資工 車輛自動駕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韋霖 林柏志 黃耕易 陳弘明

科技類 NUTC imac
科技中的視覺饗

宴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黃威智 黃堤瑋 陳佳鴻 陳弘明

人文類 築業青夢 築業青夢 修平科技大學 周伯泓 林昱愷 林素穗

慈善類 我一定要成功 阿茲「孩」默症 南臺科技大學 莊閔存 謝明翰 方信普

人文類 古人文化 鄭成功事蹟 南臺科技大學 黃瀚緯 謝承樺 方信普

人文類 資訊小隊壹貳參 資訊系網頁 實踐大學 陳詩茹 李巧如 洪慧祐 -

人文類 安柏要出國
風華年代-大稻

埕
銘傳大學 戴柔心 何昱萱 李昕宇 葉玟汝 林昭宇 

科技類 NH69 安全帽 修平科技大學 張季嶸 賴慧如 林素穗

慈善類 ("● 3 ●") 流浪動物領養 修平科大 陳昱杏 陳乃綺 林素穗

慈善類
快樂揚光宇宙艦

隊
銀髮關懷 修平科技大學 余晨嘉 謝嘉安 林素穗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Strong Stone 看見臺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石得佑 董又嘉 柳姿羽 游雅婷 王怡雯 -

人文類 L.H.L 新移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郁涵 郭怡君 徐筠玥 謝旻儕

人文類 fooder
小饅頭與杯子蛋

糕的植物筆記
修平科大 郭又方 李怡柔 林素穗

人文類 古城騎士團 台南文化介紹 南臺科技大學 蔡和松 簡國凱 何政宜 張財榮

人文類 Nicky 天空私廚 銘傳大學 林子淇 劉永健 -

科技類 機器新世代 機器人來了! 崑山科技大學 林俊國 吳東遠 楊濬宸 王文彥

人文類 老街小巷 老街小巷 世新大學 陳玉玲 傅詠絮 梁勻薰 -

人文類 請勿拍打餵食 童年"繪"憶 朝陽科技大學 何玥萱 高慈君 曹瑜娟 張雪莉 鄭燕琪 -

人文類 重樓 世界歷史遊透透 國立聯合大學 陳宣蓉 王姿婷 -

人文類 騎末心情堵覽 一起u台中 修平科技大學 葉欣瑜 吳芳妤 尤映涵 林素穗

慈善類 曹天明 補助金 玄奘大學 曹天明 黎秉浩 -

人文類 嘎嘎好農 嘎嘎好農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謝馥羽 黃鼎驊 巫孜勤 廖心慈 詹玉艷

慈善類 嘉義雞肉飯起源 嘉義雞肉飯起源 嘉南藥理大學 吳奕璁 龔資又 顏若芸 -

人文類 四月望雨 四月望雨 嘉南藥理大學 吳昱穎 徐敬詠 鄭宇珣 洪士庠 賴榮昶 李豐良

人文類 手掌的藝術 布袋戲 嘉南藥理大學 張恒誌 李俊翰 李豐良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境麗了 Mangrove 銘傳大學 丘鎧境 蕭麗舟 周文修

人文類 屹立不搖 大直美食網 實踐大學 林許恩 林采臻 -

科技類 CNUAPP 認識電腦 嘉南藥理大學 黃敬超 吳明翰 張耀庭 張晉傑 李豐良

科技類 山田妖精 綠色能源 南臺科技大學 李浩瑋 李韋宏 方信普

人文類 梵特希客 大林慢活之旅 國立嘉義大學 董冠瑜 李宣萱 王珮瑜 -

人文類 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江星誌 簡邦丞 常洺瑋 楊雨潔

人文類 日遊臺北車站 日遊臺北車站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哲維 鄒文翰 張紘銘 楊雨潔

人文類 台灣今非昔比 台灣！今非昔比 東南科技大學 陳承泰 馬祥庭 呂幸娟

人文類 充滿希望 水資源 修平科技大學 李辰祐 邱詩庭 林素穗

人文類
他們畢業兩屆了

我還在

龍岡忠貞雲南文

化
元智大學 吳佳臻 鄭雲修 -

人文類
第一次快閃就上

手

第一次快閃就上

手
交通大學 黃聖涵 王郁淇 林佳瑜 賴又嘉 王思晴 元志瑋

人文類 大齡嬸嬸
沒落轉繁華．審

計新村
修平科技大學 鄒坤庭 孫垣琪 林佳誼 林素穗

人文類 Made In Taiwan 年年有語錄 朝陽科技大學 傅玟瑛 張家茵 黃沛萱 陳合成

科技類 征服者聯盟 MR時代 朝陽科技大學 龍佩筠 戴廷軒 -

人文類 相閣千里 相閣千里 建國科技大學 蔡佳倫 錢佩誼 魏鉑鴻 潘勝朋 賴慧敏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丟戲舞桑 鹿仔之港 建國科技大學 郭佳蓉 陳靖瑄 林珈苹 黃珮瑜 施惟雰 賴慧敏

人文類 美人盡在富興 美人盡在富興 建國科技大學 林芸萱 陳思羽 -

人文類 好滋味 Nigaht Mrrket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芷芸 洪珮綺 高嘉妤 江敏慈 郭龍文

人文類 紋名天下 刺青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劉星誼 許雯琪 洪毓媗 王筠婷 辜心盈 賴淑慧

人文類 台中DiDiLong
Temple

Running
臺中科技大學 陳蘭因 陳筱媛 張修維 陳繹介 -

慈善類
關懷弱勢，讓愛

開始

關懷弱勢，讓愛

開始
文藻外語大學 楊壬冠 楊竣丞 -

人文類 鮪魚素肚 丹頂鶴 修平科技大學 徐惠蕙 陳佳欣 林素穗

科技類 鱻
行動通訊 - 縮短

你我之間的距離
國立聯合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李芊慧 吳佩娟 -

慈善類 出來面隊 Need you 修平科技大學 胡孟柔 張郁翎 林素穗

科技類 逆風少年 帶單車去旅行 修平科技大學 鍾明晉 劉育誠 林素穗

慈善類 狗董
給"牠"一次愛的

機會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陳雅芳 林宥岑 周易萱 林素穗

人文類 中二組 台中遊 修平科技大學 李奕樺 胡家湘 林素穗

人文類 豪邁騷黏
白冷-谷關沿線

風景
修平科技大學 林煌益 賴科銘 林素穗

人文類 叄壱玖 北港迓媽祖 修平科技大學 鄭任佑 吳政坤 林素穗

人文類 我很胖 大自然的留言 修平科技大學 李念濤 劉莉蘋 林素穗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我們不知道要取

什麼
恐龍 修平科技大學 桂茂中 尤信哲 林素穗

人文類 電宰豬 藝術與人文 修平科技大學 李冠葦 巫宛儀 林素穗

科技類  科技愛好者 科技智慧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佳妤 許亦欣 黃天麒

人文類 沙發馬鈴薯 台灣電視劇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姿伸 施怡如 丁敬嘉 黃天麒

人文類
蜜糖麵包還有果

醬

Fermento費爾

門托
修平科技大學 林昱含 紀柔 林素穗

人文類
期末希望all

pass
五月天20周年 修平科技大學 何恭翰 李紀錞 林素穗

人文類 Taichung WZ
Taichung

cuisine
修平科技大學 黃婉婷 陳姿宇 林素穗

人文類 古早味車輪餅 古早味車輪餅 修平科技大學 洪婉婷 詹欣怡 林素穗

慈善類 Yuru 青少年問題 修平科技大學 陳郁茹 李敔辰 林素穗

人文類 HD 綠。公園 修平科技大學 王尚暐 吳雪華 林素穗

人文類 火羽星芒 Cosplay歷史 修平科技大學 廖浚豪 戴俊豪 林素穗

人文類 我剛剛吃滷味 一起趣台中 修平科技大學 劉叔沄 柯伶苑 林素穗

人文類 台中 - 彩虹村 繪畫一片彩虹 修平科技大學 林佳鋒 雷凱盛 林素穗

科技類 數位儲存技術 數位儲存技術 南臺科技大學 程堂軒 李家宇 方信普

慈善類 幫你呼呼就是隊 動手把愛傳出去 修平科技大學 戴佑先 黃怡梅 林素穗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MAY
五月的花藝甜點

工作室
台中科技大學 潘明玥 黃靖雯 卓玟豫 張雅惠 -

人文類 歡迎下一隊
來自馬來西亞的

美食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紀楊 陳智陽 郭瀚元 郭聖利 陳志宏 -

人文類 震垮你我他 921地震教育 台中科技大學 王弘文 梁迺鑫 陳申杰 鄭名硯 張嘉偉 -

科技類 網頁真難 音樂排行網站 台中科技大學 賴丞碩 吳洹州 黃靖凱 簡瑋儀 莊哲偉 -

人文類 叫我第一名 票票然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許凱威 金雨箋 伍欣彤 楊佩穎 陳冠蓓 吳明霓

人文類 鳥語錄 鳥語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鄭伊琳 張育瑋 焦慶瑜 夏曉薇 王怡雯 吳明霓

科技類 就為了七千 MR=VR+AR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洪欣傳 戴肇均 洪紹強 黃逸村 林沂得 -

慈善類 111特攻隊 見症其跡 朝陽科技大學 黃冠霖 李瑞俞 陳怡瑄 -

人文類 柔佛小分隊 布袋計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施沺宏 曾建安 馬慈均

人文類 GG隊
陽明山旅遊資訊

網
私立銘傳大學 賴昌顯 林子堯 王璽媛 -

人文類 王者
馬來西亞馬六甲

美食
桃園銘傳大學 鍾漢鴻 黃美櫻 -

人文類 星水泉 北投溫泉 銘傳大學 黃博華 陳建勇

人文類 8託讓我歐趴
國際熱愛大自然

促進會
修平科技大學 饒家銘 許書諺 江帛諺 林素穗

人文類 豐樂雕塑 豐樂雕塑 修平科技大學 劉玫婷 周詠恩 林素穗

人文類 雞腿戰隊 嗨 柳川 修平科技大學 蔡子凡 王子璽 林素穗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累的時候，喝一

口咖啡繼續加班
咖啡 修平科技大學 陳怡靜 許雅涵 林素穗

科技類 Boost What is boost ? 修平科技大學 廖生風 林靖博 林素穗

科技類 真星 手機介紹 修平科技大學 趙崇智 江老二 林素穗

慈善類 嗷屋 嗷屋 修平科技大學 廖芷儀 易建平 林素穗

人文類 人間五金魚 中國文學 修平科技大學 陳瑾心 黃振益 林素穗

人文類 鳥嘴風暴
Bird house - 小

鳥回家
修平科技大學 劉佩宜 葉怡伶 林素穗

人文類 彩虹小馬 彩虹眷村 修平科技大學 陳宥甫 王苡庭 羅宥承 林素穗

慈善類 Women's rights Women's right 修平科技大學 潘莉家 王俐蘋 林素穗

科技類 JAPARIPARK 海上軍事科技 修平科技大學 江奇軒 景則霖 林素穗

人文類 山友 綠意盎然 修平科技大學 謝雅如 林秀穎 林素穗

人文類 東台灣之美 東台灣之美 修平科技大學 盧薪妃 林蕙如 林素穗

人文類 是家銘的味道 看見台中 修平科技大學 葉羿群 蕭士淇 林素穗

科技類 新世代 新世代 醒吾科技大學 永樺源 鄭詠馨 -

慈善類 旅遊大亨 關懷青少年 修平科技大學 林柏丞 高偉凱 林素穗

人文類 紅King 泡菜 修平科技大學 巫卉鈞 王允芮 林素穗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人文類 二號小組織 音樂史 台中市修平科技大學 王筱筑 湯子芸 -

人文類 筋奇四菸酒生 方舟ARK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宋婉菱 陳珮玄 吳尚融 施力馳
范丙林

俞齊山

人文類 光復任務 光復新村 修平科技大學 羅宥承 蔡宗峻 林素穗

科技類 汽車大師 汽車演進 修平科技大學 李柏翰 紀琮偉 林素穗

慈善類 玄奘先鋒 扶危救困 玄奘大學 黎育豪 曹榮緹 范崇碩

科技類 蔡忠穎隊 終極密碼 輔仁大學 蔡忠穎 鄔彤紜 -

科技類 Enjoy The Tour

電子地圖旅遊平

台—Enjoy the

tour

致理科技大學 柯念如 林莉芳 賴勇達 張維珊 王德華

人文類 隊名很重要欸 隨時享果趣 國立嘉義大學 許敬卉 陳易暄 林歆喬 林晉仕 王佩瑜

人文類 大目降 我們的鄉井 新化 崑山科技大學 黃川益 劉育伶 張玲華

人文類 小強 瑜伽 銘傳大學 陳佳雯 楊啟強 -

人文類 亦鋒雙俠
臺灣之難，我們

的福爾摩沙
弘光科技大學 任鋒諺 張亦翔 林佩蓉

人文類 嘻哈二將 婆羅洲客家 銘傳大學 桃園校區 鍾佩潔 王儷君 馬慈均

慈善類 方吳柳組 台幣的歷史 銘傳大學 方文升 柳聞益 吳勇峰 -

人文類 OMG Bliss.T 桃園銘傳大學 王曉慧 劉玟廷 馬慈均

人文類 發鋒 蛋 銘傳大學 賴榮發 蔡永鋒 馬慈均



主題類別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慈善類 歐貝利斯克
流浪狗go back

home
國立中興大學 許達夫 郝大為 楊政卿 吳品融 陳育毅

人文類 Terima Kasih
行為藝術家：謝

德慶
銘傳大學 黃雁婷 吳育穗 -

科技類 呷蝦米 今天吃什麼?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呂明聲 賴姵陵 黃怡婷 謝佩君 陳柔羽 王龍發

人文類 國際金融家
來風城．

PLAY！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陳允儒 楊善翔 陳尚斌

人文類 鮮肉湯包 中元印象 僑光科技大學 盧政憲 萬鴻曜 陳怡心
曾芷琳

蔡文龍

人文類
台灣好蕉遊，

(旗)透透
蕉情原鄉 僑光科技大學 林家瑜 萬鴻曜 盧政憲 陳怡心

蔡文龍

曾芷琳

人文類 紅顏料理 妖魔鬼怪介紹 銘傳大學 王文濤 蕭子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