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管官網

 (大專組) 初賽佳作獎
編號 題目 學校 科系班級 組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140 BEAUTY SKIN LAB 創新服務 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四A 王靜宜 余育盈 林怡廷 張廣慧 張丞宇

151 創新服務-客製化小遊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多媒三甲/多媒四乙 黃怡靜 陳韋龍 郭育嘉 賴冠傑 吳啟東

161 分享美味分享愛—家常菜外送企劃案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一A 施亭羽 曹賀琪 許玉馨

181 不塑食客－環保餐具機台創新服務 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三甲 張雅涵 張郡庭 李紋萱 陳玫君

99 惜食計畫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三乙/四乙 陳家嘉 王意淳

10 你紀錄，我保存─Wmemory影像雲端儲存 致理科技大學 商一B 林承靜 夏子晴 林倢伃 蕭心婷

75 萬能科大+橘色的魅力 萬能科技大學 職企四系四甲 游麗玲 許淑琴 翁書君 賴雅旻

69 尋人啟示 致理科技大學 商二B 謝一安 宋哲豪 郭峻宇 謝秉宏 謝一安

67 我們幫你找活動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2年b班 楊志龍 張雅雯 柯柏聖 楊博宇 楊志龍

164 照顧父母的「心」選擇 – 只要有心，沒有距離 亞洲大學 經管系(企創組)2A 紀榮珊 王郁雯 劉育琳 游舒評 劉仁淳

142 Dis-Assemble(空間設計APP) 中原大學 國貿三甲 沈惟一 郝書藝 蔡瀞德 莊瑄耘 劉昱慧

109 立體ok蹦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沈子源 藍志平 曾毓安 陳思妤 周碩志

186 ㄋㄟ ㄋㄟ By Ｍyself 創新服務 世新大學 傳管三甲/傳管三丙 楊筑亘 陳奕帆 黃文琪 林稚珈

54 呼吸中止簡易測量裝置創新服務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系 謝柏安 林宜霖 馬嘉笙 林逸柔 許郁珮

143 跌倒偵測系統 致理科技大學 資管系四C 翁子傑 陳韋任 林吉兒 游于萱 楊弘均

125 以物聯網技術建構智慧背包-以人身安全應用為例 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研究所二年級 吳唯廉

162 酒吧創新服務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二甲 洪順忠 潘欣怡

100 多功能化妝筆創新服務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丙 王宏 林怡靜 張惠晴 杜沛綺 林嘉騏

29 食堂創新服務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二B 吳苡澤 吳政德 顏廷舉 劉千慈 李沅城

94 iEAT創新服務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二B 方冠茹 王彩玉 李沛珊 尹郁文

106 十月圍城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系四甲 黃莉芬 黃怡菁 賴俐君

34 鬼怪飲品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資管系五甲 簡品則 游翔宇 楊閔茹

98 大專院校生學術分享交流創新服務 銘傳大學 品設三乙 郭婷儀 王佳敏 陳思含 黃雯琪

56 ㄑㄧㄥ筷創新服務 中原大學 國貿系三乙 吳昱君 張珮琳 黃惠榆 余佳如 揭欣穎

74 課業救星創新服務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二A/資管系二C/多設系二A 邱彥銘 易葳 陳永禎 曾琪雅

105 溫馨、關懷 創業企劃書 萬能科技大學 企管系四甲 王祺福 董珍秀 陳璀盈

4 CHAPPiE 智慧保險機器人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系/四年乙班 高廷 黃譯霆 吳翰昇

19 夜市趴趴GO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二A 陳威穎 張紋慈 謝秉翰 黃宇光

176 療癒性商品—使用者智慧情緒感應創新服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管系四年1班 李立婷 張雅婷 莊蕙瑄 陳琦媛 張哲瑋
9 簽名簿創新服務 南臺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穆元智 陳朝農 陳佳慧 江詠儀 黃宥甄

68 搜good創新服務 致理科技大學 設二B/資二A/資二B/商二B 陳泊堯 張威瑀 毛玉珍 林佳樺

148 寵物用品創新服務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丙 白佳鑫 黃彥儒 楊大業 劉立塘 鍾尚霖

158 創新服務 吳鳳科技大學 行流系三A 李俞政 李京達 吳耿維

192 自行車泊旅創業企劃 聖約翰科技大學 觀光系三真 黃文秀 鄭美琪 蔡旻臻 許愷餚 林品奇

52 Le Maison 米森有機輕食廚房 中華科技大學 進修部企管系三甲 沈肇幗 魏子晴 陳鵬暘 高嘉偉 魏梓恆

163 用大數據分析輔助環境感知互動廣告系統並整合

O2O與SNS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2年A班 吳俊龍 吳承曄 張哲維

196 居家生活用品創新服務 中國科技大學 行管系三A 黃品鈞 陳韋豪 洪正豪 楊典融 孫文劭

96 SWAP 致理科技大學 商二A/設二A/資二C 洪偉哲 馬于涵 王柏伸 馮俊豪

110 SPS強化粉餅殼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李金霖 羅俞萱 鄒晴 周思妤 邱琳芳

113 免刷洗免治馬桶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許澤民 徐筱棋 楊俊福 余瑞玲 徐煒筑

156
[未來世界]Make It Simple 讓一切變得簡單!按鈕觸控在

手一觸即發-智慧節能按鈕 商品行銷活動企劃案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A班/商管系B班 賴虹錡 蔣艾倪 景佳靖 劉雲雅 張硯晴

1 「認識、尊重、存在」創新服務 健行科技大學 日四技企管系三甲 林姿君 張芷庭 陳志豪 簡慶儒 吳政諺

61 太陽能創新服務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四甲 陳麗君 阮氏賢 邱寶玲 蔡襄琴 簡翊霏

66 瞻「錢」顧後 致理科技大學 商管系二B/資管系二B/多設系二B 姜家綺 陳儀鴻 王彥琪 鄭宇恩

167 Live Food Platform創新服務 致理科技大學 資管系三A 段啟維 趙子言 季君霖 陳振昇 陳偉翔

199 夜市新石器時代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虎尾

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所1A/企業管理系四乙/生
物科技四甲

郭重佑 楊雅婷 陳珈齊

48 小豬租租 致理科技大學 商二B/資二A/多二B 蘇家卉 廖梓茜 林品瑄 吳珊慧 郭珈溶 
108 自動打包垃圾桶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游郁婷 羅偉綸 楊菀菁 方琬清 羅琳

117 DS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系三乙 曾嘉泓 江文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