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隊名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行動App-類別

運動傷害 PE Power 海青工商 林宣彤 陳湘婷 林睿騰 鄭智鴻 李保宜 自選

語文類-高職

字音字形
一字一句 海青工商 何汶儀 王露澐 施佳怡 李保宜 自選

數學公式應用 五個臭皮匠 海青工商 蔡宗旻 黃姿婷 吳浚騰 吳憶恬 林秀芳 李保宜 自選

小吃大進擊 天天吃雞排 樹德家商 朱家佑 黃子庭 林泓銘 吳憲欽 自選

限水危機 再說一次 三民家商 林冠呈 劉庭均 - 自選

貓狗大戰 好想贏含國 樹德家商 陳圓華 宋昱陞 許鈺瑋 陳俊憲 朱信學 吳憲欽 自選

華麒工程實業 海青驚奇四超人 海青工商 宋靜妤 黃筠琪 許詠淇 林姵妏 - 自選

兒童互動式

APP
波比冒險隊 海青工商 林婷涵 謝宜庭 林宥任 林宛萱 遊佳霓 李保宜 自選

約會勝地 約會小天使 海青工商 陳郁心 沈文淵 賴怡蓉 鄭佳旼 李保宜 自選

地獄-夢境大

冒險
鬼怪隊 樹德家商 易采鈺 鄭玉婷 錢俐安 林妏軒 吳憲欽 自選

高雄市測速照

相機
凱旋歸隊 海青工商 王妤玟 張庭瑄 林萱 楊亞馨 李保宜 自選

奪旗！！！ 隊名想不到 樹德家商 李桓逸 吳季翰 黃閔弘 李婉鈺 吳憲欽 自選

日本禁忌 禁爆忌話 海青工商 黃詩恩 謝沛雯 莊怡婷 李保宜 自選

植物介紹 app 滿天星是植物~ 海青工商 吳坤儒 洪愷宏 葉永純 洪聖富 - 自選

回到嘎邇城 墮落五人組 樹德家商 吳奕勳 張敦閔 蔡承翰 林于翔 陳岳聖 吳憲欽 自選

幼兒學唐詩 魯蛇軍團 海青工商 黃荷雅 張語欣 鄭輔巽 莊家驊 李保宜 自選

鋼琴app 鋼琴app研究生 海青工商 鄭亦傑 朱書誠 莊智盛 劉燕璇 - 自選

宜蘭頭城觀光

列車趴趴

GO!!!

頭城の奇異景點與美食 國立頭城家商 連展陞 周承佑 邱敏容 梁汎瑄 邱俊宏 Cmorepaas

高中組



主題 隊名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撰寫程式

澎湖公車導覽 Colo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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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選

動物園ＡＲ導

航
Give me five 台北商業大學 林宸蔚 羅元璟 莊雅涵 林宜萱 呂芷瑛 蘇建興 自選

Treasure

Hide & Seek
GPEX1 萬能科技大學 黃喬綸 趙郁馨 陳力瑄 陳映竹 李文昌 自選

illustrationS

aleApp
StuCsie 樹德科技大學 洪詮盛 余瑋傑 陳亦凱 - 自選

Life Café SquareSeal 中央大學 方志筠 簡宇謙 - 自選

FreeSwap Yes++ 中華大學 林勝嘉 鄭宇傑 - 自選

大食豪 大食豪 南臺科技大學 吳漢祥 蘇冠維 楊志偉 蔡承叡 王裕華 自選

身心「相扣」

腰瘦皮帶
北嚇嚇 崑山科技大學 黃俊豪  林祺程 黃振豪 曾昭雄 自選

鄭成功事蹟 古人文化 南臺科技大學 黃瀚緯 謝承樺 方信普 自選

漫遊台南 正義必得伸張 崑山科技大學 吳慕恩 陳則安 徐永諭 - 自選

SOBER 你的下巴三層肉 國立中央大學 楊惠文 林祐靖 王詔緯 許家瑄 許庭瑋 李俊賢 自選

穿戴式語音導

盲智慧拐杖
步步為贏 高苑科技大學 劉彥均 曾宇宏 許素華 - 自選

RollCall 貨金上知天文下知癱瘓 崑山科技大學 吳旭永 蔡子揚 - 自選

速克達改裝精

品APP
速克達改裝精品APP 育達科技大學 曾憲彬 陳孟暐 劉宇軒 羅濟銘 劉宇軒 - 自選

Biger的貼心

小幫手
等一下 崑山科技大學 陳可諼 李雪萍 郭珊汝 任才俊 自選

物聯網水質檢

測
紫菜蘇打 南台科技大學 陳建勛 謝承勳 方信普 自選

Trawhere 趣

田園
鄉村文化愛好者 實踐大學 王藝臻 鄭雅方 周璟涵 自選

數位海綿隊 數位海綿隊 嶺東科技大學 陳德昇 甘皓宇 黃浩瑋 梁又杰 蔡恩志 李怡慧 自選

戶外教學 歐嚕嚕 崑山科技大學 江官駿 黃禹傑 陳晉安 曾昭雄 自選

大學組



全民偵防戰 隨便取 實踐大學 王厚勛 俞黃淞 鄭鈴錡 黃耀賢 自選

環保小遊戲 藍色小貓 嶺東科技大學 陳韋辰 周哲淵 王麒榮 康志岳 林和諺 李怡慧 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