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國大專校院Top Marketing and Sales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報名成功隊伍

報名編號 參賽題目 學校 系名 參賽人數 聯絡人 小組成員 指導老師 繳件情形

2 京都念慈菴，給您美麗人聲！
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
國際商務系 4 林凊而 林凊而、白芳宇、藍宇彤、洪金鶴 施翠倚  已完成

3 「虱」界的「目」光皆「魚」你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流通管理學系 9 周苡晴
蘇姸、周苡晴、鄭如彤、龔盈綺、
洪依伶、劉萱儀、莊沛恩、劉郁
薰、李若盈

李銘尉  已完成

4 乖乖嚨叮咚 元智大學 國際企業系 6 劉運融
劉運融、賴姵云、林柔甄、袁瑀
彤、葉芷芸、劉柏宏

朱訓麒  已完成

5 lululemon : Be your own superwoman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5 詹于頡

詹于頡、周韋彤、孟家瑜、張芷
晴、龔倍玉

呂明頴  已完成

6 通勤出遊的「好戰友」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4 林怡吟 林怡吟、蘇彩媛、郭毓晏、賴芳盈 黃慶源  已完成

7 果然滋味X星座限定包裝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系、國際企

業系、企業管理系
7 洪誼軒

洪誼軒、林邑柔、張雅絜、黃筠
雅、陳芷涵、楊笠辰、劉啟賢

朱訓麒  已完成

8 聯合綠能、永續再生
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
企業管理系 3 宋侑蓁 宋侑蓁、莊念芸、劉倩媚 林淑芳、張盈盈  已完成

9 新米食文化，Come and 「EATMI」
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
國際商務系 8 吳佩真

吳佩真、沈妤蓉、王芷瑜、薛羽
晴、蔡依棠、 李薪妤、高嘉蔚、洪
曼瑄

陳瑋玲  已完成

10 JOHNSON喬山●健身鏡 景文科技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

用系
3 王韻恩 王韻恩、李玟葶、高柏恩 黃如玉  已完成

11 艾瑪絲，「艾」護你的頭皮健康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5 陳淑敏
陳淑敏、黃怡璇、鍾綉妮、呂依
珊、石峻杰

黃慶源  已完成

12
「千山之水，淨到心底」守護你，守護
每一滴純淨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許楷欣
陳蓉、曾伃華、許楷欣、陳蓉瑩、
林慈靜

袁劍雲  已完成

13 茶山房的用心，「皂」映我心 元智大學 財金系 5 商巧霓
王蕾、商巧霓、陸瑋婕、楊婕翎、
吳凱琳

王明照  已完成

14 保力達B外銷至越南企劃書 元智大學 財金系 4 康襄翊 林恩如、王祐盛、林子崴、康襄翊 王明照  已完成

15
Ofooding, we living-環保餐袋 「好食
袋」

元智大學 企業管理 5 林羽瑄
林羽瑄、陳思妘、陳儀、劉宇珍、
黃嬿如

王明照  已完成

16 美·金龍 元智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5 王淇原
王淇原、陳禎睿、蔡宜真、林莉
芸、陳映亘

王明照  已完成

17 「英」氳繚繞，貓奉茶香暖心頭 元智大學 國際企業系 5 陳庭葳
陳庭葳、趙芷慧、吳軍葳、何銘
恩、楊子誼

王明照  已完成

18 女孩成長之路，「月」來越「亮」麗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游彩妮
陳彥蓉、游彩妮 、姚妤璇、林微閔
、張又文 、張珮蓁 、原家葳、 吳
翊禎

袁劍雲  已完成

19 阿Q in Paris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主

修：企業管理
5 麥向億

麥向億、謝庚翰、鍾旻穎、游晨
昀、蕭嘉柔

王明照  已完成

20 八方雲集—踏足海外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系 5 顧依宸
邱品璇、林子晴、顧依宸、劉晉
嘉、胡逸翔

吳志正 未繳交

21 維大力，is it good to drink? 佛光大學 管理系 3 黃珮雯 黃珮雯、楊子締 、鄭宇成 陳亮均 未繳交

22 「良杯」在手，跟著你走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李沁倫
李沁倫、鍾恩喬、賴羿安、陳芃
蓁、劉倩宇、江彥瑤、徐瑄蔆、宋
書宇

李銘尉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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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ake It 1Z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系 3 許瑀芯 許瑀芯、余亭葦、葉書妤 李孟修  已完成

24 拓展微熱山丘美國市場 元智大學 國際企業系 5 邱怡蓉
邱怡蓉、彭昱婷、謝宜軒、李心
妤、團青青

王明照  已完成

25 「美」味深「德」你心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5 呂鎧讌
呂鎧讌、邱垂億、李慈馨、顏珮
真、歐陽筠

鄧淑倫  已完成

26 Full 「印」Love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6 黃凱幀
黃凱幀、王佳萱、周安妮、邱品
瑄、陳慧秦、林芫慶

余淑芬  已完成

27
玻璃屋，資訊透明有如玻璃，租屋天下
我最透明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 謝欣妤 謝欣妤、呂佳萱、劉嘉雯、蘇宛婷 姚成彥 未繳交

28 熱愛85度C，打開「新」世界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貿易學系 6 郭力瑜
吳湘蓉、郭力瑜、王奕晴、王婷
鈺、李珏瑩、楊芷綺

葉敬軒  已完成

29 In-N-Out in Taiwan 元智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 何庭豪 何庭豪，陳麒維，彭鼎皓，陳烜漪 王明照  已完成

30 「net」衣「日」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 3 吳浩維 吳浩維、胡書銘、邱垂嘉 王明照  已完成

31 橘平屋海苔，"平"價不貴金好呷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5 羅章云
林暐梵、王祥威、羅章云、劉宇
豪、趙祥龍

黃品叡 未繳交

32 「象」一次性塑膠「杯」say goodbye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簡妤臻
呂宜蓁、蕭薇庭、簡妤臻、黃湘
詒、陳怡諳、彭彥評、吳悠

袁劍雲  已完成

33 台中人的血-東泉辣椒醬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資訊

管理學系
5 廖顯強

李丞恩、廖顯強、孫安青、葉宜
如、紀又郡

黃品叡  已完成

34 野烏金x海傑納烏魚子牛奶糖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邱卉廷
林芷伃、江亞蓓、蘇郁玟、邱卉
廷、洪蒨玟

李銘尉  已完成

35 茶香四溢 共同回憶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8 譚惟心
譚惟心、胡珈薰、金昀熹、黃耀
頡、蕭瑋良、宋宜家、楊婧蓉、劉
芷妘

黃培真  已完成

36 歐巴螞金釋迦，好「釋」送到「迦」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 董晉呈 董晉呈、劉子豪、孫仕庭、范瓊娥 李銘尉  已完成

37 HH蔓越莓益菌青春膠囊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王品媞
王品媞、鍾織憶、黃琳真、曾于
芬、張涓嫚、李蕙雯、周瑄瑜、張
翎萱

李銘尉  已完成

38
牛頭牌沙茶醬「沙」進馬來西亞調味料
市場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侯育昌
侯育昌、蘇秉豐、羅安慧、吳姵
廷、林哲毅、張廷茂

袁劍雲  已完成

39
「視」界美好「漁」你「環」「環」相
扣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蔡宗穎
蔡宗穎、顏子翔、趙于淇、曾亞
芸、塗文慧、高子妤、葉庭伃

袁劍雲  已完成

40 空氣好溫和，［越］來［越南］得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李意翎 阮氏秋河、李意翎、吳宜貞 袁劍雲  已完成

41 茄芷袋—縫進四、五十年代的快樂
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
國際商務系 7 曹雨軒

歐孟玥、陳怡儒、吳晨瑀、曹雨
軒、陳亞昀、林俊廷、葉子健

陳瑋玲  已完成

42 「可不可」以喝一口—可不可熟成紅茶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 郭芊彤 郭芊彤、楊棋雯、陸羽亭、林家祐 許文齡老師 未繳交

43 環保餐具讓你FANCY帶出去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企業管理系 6 林禹函

林禹函、許舒涵、吳宜凌、李柔
嫻、王雅琦、鄧宇潔

蔡佳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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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金牌啤酒酵母粉，「酒」是粉有酵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企業管理系 5 林卉蓁

張筱萱、謝玉珊、林卉蓁、林宇
庭、高苙庭

蔡佳靜  已完成

45 OH9，台灣黑狗兄的「運」行之路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顏兆尉
顏兆尉、羅方捷、莊士寬、吳則
叡、黃柏瑋

許文齡  已完成

46 Basilic 貝喜力克, 救「元」會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5 梁哲維
梁哲維、陳奕廷、曾崇淵、繆煜
石、蔡昕儒

江成欣  已完成

47  綠色小藥精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系 5 柯盈丞
柯盈丞、林政諭、唐丞晧、張語
玹、徐筠惠

黃品叡  已完成

48 萬「獅」具備，只欠「東」風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9 陳渝涵
陳渝涵、王佳琳、陳怡靜、陳家
聲、蘇姵蓉、余承羲、李韋欣、黃
鈺琇、裴彩同

陳建佑  已完成

49 好折墊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江旭鴻
嚴翊嘉、黃郁婷、簡詩云、呂欣
妮、江旭鴻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0 「輪」到我們，顧你健康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謝帛諺
謝帛諺、郭冠廷、邱品臻、曾瀚
萱、陳芷萱、吳昀蓉、賴柏勳、王
游凱智

袁劍雲  已完成

51 P.seven台灣茶香水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 洪子惠
洪子惠、謝楷越、張郁袖、賴韋
廷、陳翊珊、曾毓庭、顏厥平、蔡
佳圻、曾玟琇、謝蓉焉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2
「鯨」非「吸」比 Le futur c'est
maintenant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張凱博
張凱博、謝馥伃、張珈瑄、簡思
蓉、潘悅閔、呂玉姍、朱瑞玲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3 FLOAT，「日」「日」漂浮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資訊

管理學系
5 蕭雯安

蕭雯安、許庭瑜、林軒碩、張筠
筠、陳竑如

黃品叡  已完成

54 微型投影機，我的「視」界只有你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谷雅玟
谷雅玟、曾億瑄、吳欣憓、林芳
伃、歐品妤、吳亭萱、任光弘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5 「折」樣生活好簡「丹」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凃凱方
凃凱方、曾品瑄、詹璦曈、胡嘉
恩、何心妤、葉怡麟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6 太陽環日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陳芊文
蔡瑜婕、蕭采綺、陳芊文、許芳
瑛、陳瑩璇、孫穎玫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7 PackAge+配客嘉，循環包裝的復仇 國立台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6 岩子晅
黃欣妤、岩子暄、莊之瑀、高開
宜、曾勝忠、陳品樺

李維晏  已完成

58 智能廚餘處理機 食物殘渣給KUDI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 李心妤
林庭邑、吳依蓁、王意萱、林欣
怡、李心妤、楊舒涵、陳薇安、吳
庭瑋、廖俊量、鄭量徽

鄭來宇、陳建佑  已完成

59 酒香四溢飄洋過海到韓國的台灣啤酒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 萬芸瑋
呂汶宣、林芮瑜、賴芸宣、陳郁
婷、郭乙徵、萬芸瑋、葉韓玲

袁劍雲  已完成

60 「御」見你han好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

會計、國企
4 康宥彤 康宥彤、張庭語、許婷惠、李語喬 王明照  已完成

61 720Armour，前「鏡」你心兒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7 黃榆珊

黃榆珊、林怡汶、游倢、劉冠忠、
林祐筠、何采蓉、余若晴

張佳榮  已完成

62
前進馬來西亞 ｢富」創造力，｢發」想影
音

國立台中科技大
學

資訊管理系 4 林均蓉 劉靜緹、林均蓉、黃子瑜、詹翔壹 張淑婷 已完成

63 林三益，刷出存在感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系 5 鄧芷欣
鄧芷欣、方秋涵、梁慧勤、黃詩
閔、何翌禎

田祖武、馬宗洸  已完成

64 GU美學，人人可學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7 曾詩庭
林昀陞、吳聲衍、黃柔綺、曾詩
庭、陳詠欣、劉晏臻、鄧鈺潔

吳志正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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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P.seven臺灣茶香水，「茶」香飄逸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蔡睿芸
蔡睿芸、何恩佳、李妤萱、林佩
琦、張宸語、曾柏翰、吳昕逾、洪
恩

李銘尉  已完成

66 葡萄王益生菌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嚴翎
嚴翎、劉育伶、邱馨儀、陳若瑜、
吳姿蓉、姜玉芬

袁劍雲  已完成

67 春上布丁蛋糕，Eat KEK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劉博雅
劉博雅、柯秀玉、黃鈺婷、賴楷
雯、李昱辰

李銘尉  已完成

68 Mars戰神，比手搖還好喝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王宏凱
王宏凱、陳思瑋、朱昱穎、簡士
詠、黃廣進

李銘尉  已完成

69 過「綠」汙染，「藤」愛世界
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
企業管理系 5 邱鈺軒

邱鈺軒、丁奕荳、蕭柔安、林怡
汝、曾盈羽

游嘉惠  已完成

70 工業電子「越」電「越」有力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

析與應用學系
3 周志昌 周志昌、楊曜騂、葉韋辰 康贊清  已完成

71 來自水果王國的水果啤酒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7 武氏美緣

武氏美緣、鍾宇翔、呂長紘、梅紅
幸、戴玉芬、陶氏秋莊、黎阮明玉

張佳榮  已完成

72 台灣興隆毛巾DIY造型毛巾型銷企劃書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楊宜婕
楊宜婕、許芳慈、謝佳穎、潘奕
安、謝凱甯

李銘尉  已完成

73 「疫」028，玩美新世代 東吳大學 企管系 4 黃淳郁 黃淳郁、黃少琪、高凱俐、廖曉珺 歐素華  已完成

74 你今天呼吸清新好空氣了嗎？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5 呂定穎

呂定穎、施沛林、劉元泰、陳柏聿
、邱湘凌

張佳榮  已完成

75 Tokuyo-Talk To You！ 印在尼心裡 銘傳大學 國企系 6 徐劭瑜
徐劭瑜、楊姵諠、男澤花凜、黃冠
斌、宋采諠、王子云

張容榕、徐雅惠  已完成

76 無人機，機起你的控制欲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企業管理系 7 郭俐妘

郭俐妘、廖苡倫、劉彥莘、劉佳
芸、湯婉兒、朱惠安、王貽順

蔡佳靜  已完成

77 初馨 元智大學 財金系、英語專班 4 邱詠歆 邱詠歆、劉彥孜、郭芷亘、蘇怡涵 王明照  已完成

78 清爽不膩口的台灣烏龍茶 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5 尤宏愷
羅維晨、康雅婷、尤宏愷、林裕
倫、戴哲彥

蔡佳靜  已完成

79 台灣咖啡 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6 蔡佳靜
黃翊銘、虞淙皓、陳瑋聰、翁崇
勝、連得趁、張銘駿

蔡佳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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