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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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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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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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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學 歐嚕嚕 科技類 崑山科技大學 江官駿 黃禹傑 陳晉安 曾昭雄

揪團訂餐系統 為了追求自由 科技類 輔仁大學 江明錡 方鈺茹 王新翔 -

銀髮關懷 快樂揚光宇宙艦隊 慈善類 修平科技大學 余晨嘉 謝嘉安 林素穗

顯示技術 南臺No.1 科技類 南臺科技大學 李名鎧 彭士恩 方信普

墾丁國家公園介紹 大顆壽司 人文類 萬能科技大學 李東憲 沈旻頡 甘其正 詹朝勛 李文昌

築業青夢 築業青夢 人文類 修平科技大學 周伯泓 林昱愷 -

新竹玻璃與玻璃工藝 康樂啦啦隊 人文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聿儒 余康正 王聖銘、鄭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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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自動駕駛 中科資工 科技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韋霖 林柏志 黃耕易 陳弘明

旅遊網 德明媒計隊 人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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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帽 NH69 科技類 修平科技大學 張季嶸 賴慧如 -

阿茲「孩」默症 我一定要成功 慈善類 南臺科技大學 莊閔存 謝明翰 方信普

小饅頭與杯子蛋糕的

植物筆記
fooder 人文類 修平科大 郭又方 李怡柔 林素穗

流浪動物領養 ("● 3 ●") 慈善類 修平科大 陳昱杏 陳乃綺 林素穗

水果寶島 水果歐爸 人文類 醒吾科技大學 陳柏成 張紘瑜 高政裕 謝惠菁

資訊系網頁 資訊小隊壹貳參 人文類 實踐大學 陳詩茹 李巧如 洪慧祐 -

城都逸境 文藻黑馬 人文類 文藻外語大學 曾霈宭 何嫥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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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中的視覺饗宴 NUTC imac 科技類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黃威智 黃堤瑋 陳佳鴻 陳弘明

澎湖公車導覽 Colokala 人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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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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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 L.H.L 人文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郁涵 郭怡君 徐筠玥 謝旻儕

鄭成功事蹟 古人文化 人文類 南臺科技大學 黃瀚緯 謝承樺 方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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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神資訊 南臺守護神 人文類 南臺科技大學 葉建谷 陳柏宏 方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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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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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Travel

Taiwan
Fu Jen Sedia 科技類 輔仁大學 鄭創元 林逢昱 蔣均驊 邱名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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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華年代-大稻埕 安柏要出國 人文類 銘傳大學 戴柔心 何昱萱 李昕宇 葉玟汝 林昭宇 

3D列印串連生活 Alsu 科技類 輔仁大學 蘇庭儀 沈采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