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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編號簡報順序 參賽題目 學校 系名 參賽人數 聯絡人 收件情況 小組成員 指導老師

1 七七乳加 國際行銷企劃書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3 張均邦 ✔ 張均邦、李潔昕、李函陵 蘇威傑

2  戰勝你的肌膚，AR「WIN」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5 王欣怡 ✔ 王欣怡、潘慈恩、林子涵、黃蕙琇、陸怡伶 黃慶源

3 阿信輕旅行銷企劃企劃書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4 李菀芸 ✔ 李菀芸、謝珮禎、洪偉宸、張濬晨 洪敏莉

4 「泰」進4.0，「圍」住「泰」的心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劉冠妤 ✔ 劉冠妤、賈宜柔、陳亮妤、林婉婷、羅煒、簡湘芸、王乙軒 袁劍雲

5 【JIUNYO紙容器】紙想和你容在一器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9 簡妍玲 ✔
簡妍玲、張芝儀、林芷嫙、簡羽伶、張美怡、蔡佳伶、陳咨彤、翁筱雯、

葉亭妤
袁劍雲

6 夢物流
台北城市科技大

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4 謝侑珊 謝侑珊、吳庭儀、李孟鍹、周晏榆 黃道心

7 讓85°C溫暖你的每一天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5 陳雅琪 ✔ 陳雅琪、朱珮瑄、柯芯汝、翁郁軒、潘仕杰 黃慶源

8 Well～「濾」掉你的煩惱 ，「淨」化你的心靈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楊涵恩 ✔ 葉浩萱、林書宏、楊涵恩、許巧妮、黃子睿、周子鋒 袁劍雲

9 e+自動關，為您居家安全做把關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賴姿妤 ✔ 賴姿妤、黃冠諺、林佩蓉、林欣汝、張珮儀、張雁渝、林嘉玲 袁劍雲

10 「惡」跡「昭」著，奉「運」承「印」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許晉閣 ✔ 許晉閣、林韋廷、陳宥堂、邱勻顥、廖偉傑、謝宜展 袁劍雲

11 osKar pet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3 林瑄鈺 ✔ 林瑄鈺、葉馥華、李怡萱 黃慶源

12 「石」在好料，「石」在健康-前進越南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4 張榕真 ✔ 張榕真、林恩如、蔡亦菁、郭昱汝 黃慶源

13 鳳犁日本不酥遠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文系 9 陳之如 ✔
陳睿琦、陳冠蓁、林柏均、陳詠晴、魏博三、陳之如、歐竺謹、邱義成、

高芷翎
倪家珍

14 梨不開的「酥」式圈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3 李明逸 ✔ 李明逸、陳淑樺、黃雅鳳 黃慶源

15 「醒酒」江湖，「越酒」行天下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6 鍾楷威 ✔ 鍾楷威、羅國銘、尤柏翔、涂采蓉、蘇宸鈴、吳宜蓁 黃慶源

16 哈利「路」亞，再來「易」杯！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系 3 余孟潔 ✔ 張孟祺、余孟潔、簡郁瑾 張玉琳

17 Bo Bo Bo ! Corn 制你的味蕾 !
實踐大學高雄校

區
國際貿易學系 6 魏維葶 ✔ 魏維葶、蔡嘉玲、王新雅、葉玟伶、馮旭辰、楊証祺 謝甲輝

18 無微不智，販出新機運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10 陳怡萱 ✔
陳怡萱、黃翔威、劉純樺、陳弘、劉曉慶、黃致翰、黃巧筑、郭子嘉、徐

羽均、李悅伶
倪家珍

19 赤道企鵝0n.Penguin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 陳淑喜 陳淑喜、張崑琳、楊淨、謝承宇 黃清旗

20 Lower Low Salary（最全面的青年資訊平台） 屏東大學 英語系 4 邵昱寧 邵昱寧、王冠勛、鄭安婷、羅苡晅 楊士進

21 藍瑪夢想家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
經營管理系 3 蔣家暘 蔣家暘、何旭宸、許博政 黃清旗

22 王品牛排，牛出新花樣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4 徐惠美 ✔ 楊曜鴻 . 施芊卉 . 蘇肜榕 黃慶源

23 衛了浴見你 致理科技大學 應日系 10 洪皓詳 ✔
洪皓詳、陳妍蓁，雷雅琳，梁議方，林尚駿，賴姮臻，吳育瑩，蕭旗真，

王子均，許捷閔
倪家珍

24 「袋」之「飲」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 陳嘉宇 ✔
張滋麟、盧毅玲、蘇宥尹、方芊琁、林可萱、陳英琪、林子妤、陳嘉宇、

梁心美、許綵芬
陳建佑、葛致慧

25 なか卯，好心「丼」 致理科技大學 國貿系 10 楊佳綾 ✔
楊佳綾、黃建銘、蘇祥恩、林東毅、洪晨恩、許芯瑜、黃暐晴、賴奕齊、

蕭文瑞、陳毓昕
倪家珍

26 早安鎂而美，喝了鎂變美！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6 曾議瑩 ✔ 蔡翎妤、詹逸珊、曾議瑩、蘇子紋、張百瑨 、林星 陳怡廷

27 再睡五分鐘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9 楊閔荌 ✔
楊閔荌、凌邵杰、蕭威榮、陳柏瑞、張瑀文、周思妤、林若恩、林碩、徐

昌煥
倪家珍

28 玉瓊漿液～暖心的父ちゃん～ 致理科技大學 應日系 10 賴翊薽 ✔
詹敏婕、李佩蓉、徐研庭、蔡雨宸、黃怡甄、楊博丞、陳乃旖、黃彩香、

蔡博用、賴翊薽
倪家珍

29 悠悠茶「香」，深入心「穀」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陳俊叡 ✔ 林詩妤、莊雯稜、陳俊叡、郭姿伶、林均蓓、羅雅馨、朱芷妤、王譓筠 陳建佑、葛致慧

30 「投」出精彩,「影」領「視」界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邱筱筑 ✔ 黃意婷、巫琬鈴、陳品欣、宋羽堤、林仙、張仕翰、邱筱筑 陳建佑、葛致慧

31 松騰掃地機器人，居家生活小確幸，掃出一片新天地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 趙子賢 ✔
趙子賢，徐明業，蔡秉志，魏羽婕，劉宇傑，張哲軒，蔡佳穎，張佩翎，

張淳婷，吳妍蓁
陳建佑、葛致慧

32 微星顯示卡，用微星，免擔心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許宏霖 賴泊輔、許宏霖、謝岑宗、 楊育宸、施朝朋、黃宇生、陳羿銘 陳信凡

33 呷BAO未！刈（ㄧˋ）起吃飽包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3 簡苡安 ✔ 簡苡安、劉庭安、古翔宇 應淇帆

34 「隨」能「享」到，果汁「機」然也能「泰」著走呢？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7 費丞恩 ✔ 戴怡婷、洪雅筠、黃姸婷、陳秋竹、吳重賢、李姵瑱 陳瑋玲

35 鈦金，深得你心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 陳瑋婷 陳瑋婷、方秋涵、黃昶龍、楊智程、陳欣妤、林靖涵 曾秀梅

36 穿上藍白拖，天天時裝週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6 王世冠 ✔ 陳嬿安、王世冠、陳致宜、林冠佑、潘羿婷、石崇劭 余淑芬

37 今天你「綠」了，明天我「藤」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5 劉馨婷 ✔ 劉馨婷、施枚均、陳潤民、吳侑蓁、葉良唯 欒紀成

38 「粥」末出門隨身帶，「印」接健康又美好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張芸禎 ✔ 張芸禎、張書齊、林湘芸、王云均、吳宜姍、李靖瑋、林巧茹 袁劍雲

39 Notorious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許晉閣 許晉閣、林韋廷、廖偉杰、陳宥堂、邱勻顥、謝宜展 袁劍雲

40 越阻帶⚡跑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5 林冠妤 林冠妤、吳佳玟、李佳靜、黃俞諴、林怡均 黃慶源

41 「啤」氣「紐」轉人生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9 張愷真 ✔
張愷真、康唯庭、陳薇安、田淨予、林高瑜、劉智允、陳俞婷、林怡廷、

鄭怡雯
陳建佑、葛致慧

42 「大」廚般的饗宴，「裔」「同」陪在你身邊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 黃奕慈 ✔
黃奕慈、梁方玟、邱芷葳、高宜萱、林采嫻、余庭、林宜蓁、陳佳鈴、陳

芊樺、劉詠婕
陳建佑、葛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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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GOGORO, GO m GO 2.0 萬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楊卉涵 ✔ 楊卉涵、詹昀錩、游恩妤、簡琬融、黃郁珊 林子涵

44 「寶」佳麗「雅」，保持優雅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林冠妙 ✔ 林冠妙、許如芸、李若綺、桂聿青、謝亭雯、廖韋淳、張恩瑄 鍾任傑

45 月之少女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5 朱柏彥 ✔ 朱柏彥、黃煒婷、李柏儀、張獻明、石橋由利奈 黃慶源

46 「喬」出健康，「山」減體重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9 蔡金恩 ✔
蔡金恩、陳秀萍、施止藍、蔡施婷、林詩涵、胡珈瑄 、古雅如、蔡宛芸、

王宣喻
袁劍雲

47 「箸」成大錯, 「麥」向環保 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3 鄭保元 鄭保元、賴信志、蔡鈺瑩 蔡培軒

48 捷安特，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7 謝岑宗 ✔ 楊育宸、施朝朋、陳羿銘、許宏霖、黃宇生、賴泊輔 陳信帆

49 台灣自創健康機能服飾品牌行銷計畫 聖約翰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3 周婉麗 ✔ 周婉麗、鄭郁慈、鍾保瑩 彭慶懷

50 Kamaro'an, 袋著Ina去旅行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0 卓亮妍 ✔
卓亮妍、藍珮綺、黃冠慈、劉睿恩、劉嘉琪、許家耀、連羽薇、陳郁瑩、

陳姿伃、吳曜廷
吳壽進、陳慧婷

51 健康人生，你我相伴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0 吳昉霖 ✔
李欣芳、黃暄惠、吳昉霖、廖立戉諆、黃品馨、紀婷惠、周彤、羅棋、朱

婉綺、林琬婷
陳信帆

52 萊爾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資管系 3 溫盛銘 ✔ 林仕麒、王筱瑄、陳秋月 陳姵臻

53 「東」風浩蕩，行行出狀「元」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 姜雅文 ✔ 姜雅文、田雅云、張家瑜、陳裕銘、李庭瑜 袁劍雲

54 【疫】起【AI】化翻轉日常【水】生活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6 游帛諺 ✔ 游帛諺、吳浩瑋、李敏瑜、曾政誠、葉牧弦、吳柏叡 袁劍雲

55 歡唱無線－ni美麥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6 阮竣胤 ✔ 阮竣胤、林珊如、施佩均、張書瑋、李欣塵、張昱瑋 陳瑋玲

56 從新開始，油然而生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 6 王勝軍 ✔ 王勝軍、葉庭岑、蔡苡萌、魏子翔、蕭任傑、陳昭維 吳祉芸

57 「預」火焚身 火「宿」救援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6 陳貞聿 ✔ 陳貞聿、徐偉翔、周慧穎、黃柏綸、林建承、郭昇延 陳建佑、葛致慧

58 Hibāng予世界一个希望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8 孔玥淇 ✔ 陳緻柔、孔玥淇、李姿儀、秦藝嘉、黃冠霖、張采臻、李政澔、龔郁涵 吳壽進、陳慧婷

59 童年裡有喵窩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4 鄒蘋 ✔ 鄒蘋、林鈺庭、蘇郁祺、洪玥婕 吳壽進、陳慧婷

60 「印花」• 開啟你的快「樂」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7 凃禹喬 ✔ 凃禹喬、張淨嵐 、謝郁萱、游佳蓁、陳沛祺、邱暐涵 、謝昀璇 吳壽進、陳慧婷

61 「綠」意「澳」然，「油」你我做起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9 蘇詠淇 ✔
于晏琳、林詳恩、張祐綸、吳婕瑜、吳婕禎、邱玟霖、曾薇臻、吳欣如、

蘇詠淇
吳壽進、陳慧婷

62 Relove；「重愛」自己的內在美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7 王靚 ✔ 田子晴、高榆鈞、李婕慈、陳星霓、蔡亦馨、王嘉榆、王靚 吳壽進、陳慧婷

63 100% BOOBAM「植」以「吸」為貴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0 陳品潔 ✔
林涵葦、陳品潔、蔡宜辰、廖昱淳、佘佳臨、陳莉安、鍾雲雅、謝念慈、

王品絜、葉珂廷
吳壽進、陳慧婷

64 衣電園(人生中體面時刻的專屬個人衣櫃) 康寧大學 資訊管理科 4 林采萱 ✔ 李姿璇、張又斌、林采萱、余秉成 益西曲珍

65 服飾的最高「智慧境界」 中國文化大學 財金系-行銷組 7 高振祐 ✔ 高振祐、蔡汶龍、方仁威、劉俊偉、黃浩哲、徐彩瀚、謝宇緒 張曉楨

66 包出異國風情 銘傳大學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

系
10 朱曉瑜 ✔

朱曉瑜，盧家文，陳鈺瀅，梁力天，吳友慧，劉羨渝，謝宇翔，李子賢，

黃韻淇，林珉皞
邱郁姿

67 一期一會 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7 朱振禎 ✔ 朱振禎、陳姿妤、林董漢典、陳凱柏、吳姿儀、高湘婷、曾楹琇 陳瑋玲

68 無染毛巾，巾心布染 致理科技大學 國貿系 10 張揚諺
 ✔
張揚諺，陳品安，歐品妤，陳家怡，朱苡馨，余慧柔，曾昱宣，姚宜瑾，

周聰霖、陳又瑜
黃培真

69 物流冷鏈，品質堅固有保障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5 吳庭儀 ✔ 吳庭儀、謝侑珊、李孟鍹、周晏愉、方楀媃 黃道心

70 沁幸與日相聚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7 彭彥瑀 ✔ 彭彥瑀、施宜軒、林沄槿、廖偉茜、呂映衡、曾柏竣、周新文 吳廣文

71 御茶園，追求至上商品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系 3 林家玉 ✔ 蔣妮、林家玉、劉頴綺 張曉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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