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BSA第十屆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地區決賽入圍名單及初賽結果公告 2021/4/28

初賽成績 團隊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 學校 科系

佳作 GA21001 托李福 陳彥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優等 GA21003 JSV 黃淳婷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經濟學系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入圍 GA21005 Pretty Designers 沈欣慧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系

佳作 GA21008 小老婆俱樂部 陳奕杰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009 廟妙屋 王一竹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012 遠東行銷隊 劉于萍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14 又又 蔡鈺琳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015 J&L&M 周禹辰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

佳作 GA21016 想皂就皂 曾驛鈞 東吳大學 英文系

入圍 GA21018 NEO Group 陳于方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入圍 GA21019 洗淨白，水啦 陳儷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入圍 GA21021 黑暗的佛羅里達 吳彥妤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22 要活就要動 黃禎智 輔仁大學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入圍 GA21024 夜光閃亮亮突擊隊 施沛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25 啡進你的心 張德毅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佳作 GA21028 Nulife 黃子泰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入圍 GA21029 吉棧 蘇郁文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程

入圍 GA21030 地方創生研究所 齊庭毅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入圍 GA21031 好嘉在中正 唐元智 中正大學 企管系

佳作 GA21035 恆心隊 黃筱娟 南台科大 企業管理系

入圍 GA21039 小KN 陳品瑄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資訊管理科



佳作 GA21040 小東西 邱詠洵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系

佳作 GA21043 塑料姐妹花 鄭芷彤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44 央央MBA 諶建安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046 醬子生活 陳臻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佳作 GA21048 只屬於你 詹昕穎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系

優等 GA21050 白蘿蔔蹲完葉子蹲 楊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入圍 GA21055 KN小達人 鍾昀臻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資訊管理科

佳作 GA21058 Future Log 陳歡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佳作 GA21059 Plan A 楊韵儀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英語專班

佳作 GA21061 這波熱度我蹭爆 王翊軒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65 2A2B 王薾罄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67 Plan C 李家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入圍 GA21069 SARV 楊子欣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佳作 GA21070 苦行僧 張凱琦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佳作 GA21071 Odd Jobs 李柏勳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佳作 GA21072 道不同，不相為哞 朱璽安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

佳作 GA21073 便當護衛隊 陳霆瑜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074 愛的傳教士 莊巧薇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075 鳳梨芭那那 侯亞君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76 宗翰好油PEKO 葉玥彤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077 想不到隊名 王子昀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078 火箭隊 卓子淇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080 優質團隊 劉俊佑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081 「蓮」結 陳旻瑄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082 希世之珍 張文齊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083 潔對乾淨 楊婷雅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084 9allant 林欣頻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087 旅行攝 林倩立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097 自由維度 陳佳蔚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入圍 GA21102 真的假不了 林旻萱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優等 GA21103 Be water,my friend 陳致琮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04 悠悠設計 楊尹萱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05 四個大美女 張勻瑄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入圍 GA21106 真「食」在 葉千慈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佳作 GA21108 永誌不忘 卓書敏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入圍 GA21109 指想導向新旅程 吳沅錡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12 快樂夥伴 楊凱婷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優等 GA21113 SMeRT 林亮妤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14 Share Internet 劉佳莉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佳作 GA21117 繫說臺灣 劉佩鑫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118 MEDS EASY藥簡單 劉閔瑄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

佳作 GA21119 咪醬 游雅婷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優等 GA21120 台東底底攏 林芷蓉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121 WOW-Women of
Wisdom 廖若瑋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122 Serendipity 郭芷妤
大同大學
東吳大學
淡江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國際貿易系
經濟學系

佳作 GA21123 i捐贈 高鈺涵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佳作 GA21124 包準你滿意 蕭沛玟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佳作 GA21125 帕特寵物訂製服飾 曾品瑄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26 Primadonna 林家萱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社會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士學程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優等 GA21129 老頑童樂齡休閒會館 簡紹恒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30 Partake！ 柯蓉蓁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31 High score 陳詩榆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32 三分鐘熱度 吳宛玲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33 哆利哆汁 胡陳銘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視覺傳達設計

佳作 GA21134 防曬愛海洋 張妘瑄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35 Baby Shark 李盈妤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36 六六北村 曹䰚哲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護理學系

農藝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優等 GA21137 一起充飽電，去旅行
吧！

賴絮吟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138 Fedar Corporation 賴映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40 有故事的人 李明蓮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141 記帳轉帳So Easy 吳孟儒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優等 GA21142 惹學生活 賴品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優等 GA21143 工廠安全之員工服儀
智慧辨識系統

呂柏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佳作 GA21144 創皂記 游媛翎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
法國語文系
東南亞學系
日本語文系
西班牙語文系

優等 GA21145 六道仙人 王薏涵 世新大學 產學合作處

佳作 GA21146 六顆腦袋 許芷涓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49 著食重要 龔嘉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50 Chain你E起來綠能哦 蔡宗翰 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優等 GA21151 蔗鄉 蔡維芳

世新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台南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語文學系

佳作 GA21152 午安你好歡迎光臨 曾琬畇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系

優等 GA21153 雙管齊下 葛潔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科學企業經營

優等 GA21154 無名氏 賴宇頡 台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佳作 GA21155 中科四賤客 陳渝婷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56 D&C Cafe 李姿儀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57 好棒好水 陳韋晽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58 是，鏟屎官 林祐佳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59 揪巴比母捏牛 蔡亦軒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入圍 GA21160 NO.9摩根 蔡侑潔 淡江大學
財金系
產經系

優等 GA21161 麥口帶你飛 黃玟珊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62 鴨嘴獸泰瑞 鍾珮莙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63 留金年華 廖卉慈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64 JWSH 林昀萱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65 聞書書局 熊品琇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66 珍妮佛羅培茲 曾國豪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68 超級馬力歐 呂雅菁 淡江大學 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佳作 GA21170 酥酥有兩種 游育哲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入圍 GA21171 AI生也想玩行銷 廖偉程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優等 GA21172 小北特攻隊 王雨雯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73 披著鳳梨的皮 何依庭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174 偉多利的秘密 石展瑄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75 Pioneer 呂懷哲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176 北大公園可愛猛獸區 董立宇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應用外語系

經濟學系

佳作 GA21177 四好 賴詠淇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優等 GA21178 淡水沒有晴天 張鳳軒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佳作 GA21180 銀向幸福_-- 創新創業
企劃

潘依依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佳作 GA21181 我們雄蓋正! 黃婉婷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建築學系

佳作 GA21182 喬福2組 梁哲瑜 僑光科大 企管系

優等 GA21184 ImprovePosture健身
APP創業企劃

祝新祐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185 默微 張宇琁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佳作 GA21186 Friday Night 張雅淇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188 input印埔特 許家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優等 GA21191 先彩儀筐羅蔔 丁彩禾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193 基於IOTA的數位證書
平台

劉聖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佳作 GA21195 您們看這樣就是國際
化

中野幹大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196 媒辦法 陳郁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優等 GA21197 吱吱不倦 卓宜蓁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00 HiDance 林昕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優等 GA21201 Young漾都行 徐紀葳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佳作 GA21202 呆呆快遞 許芷寧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優等 GA21203 沒有標準答案隊 王湘羚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04 Exceeder 黃精豪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佳作 GA21208 北區農夫 黃雅鈺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210 feasibeing 胡海晴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入圍 GA21211 文化與文創 孫毓珊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文

佳作 GA21212 櫻你而生 許庭嘉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216 W.A.T.T 林怡萱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佳作 GA21217 樹水良芳 張沛緹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218 莊家智能保溫團 高智仰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220 鞋上功夫 黃資雁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入圍 GA21222 TravelMaker 劉楚雲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23 孩歸 李心如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德國語文科

優等 GA21224 錦繡未央 梁淨涵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25 紅茶牛乳 鄭珈薇 東華大學 企管系

佳作 GA21228 藍色星期一 施旭東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229 南台街之郎 吳庭維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30 NERV 張朝瑞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32 佳意最正陳珊蒂彤學 蔡佳恩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優等 GA21233 餘·生 張立佳 嘉南藥理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優等 GA21234 樂蔬Leshu 王郁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佳作 GA21235 凌晨夢增蔬菜 蘇芷萱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236 天時地利人和 顏邑軒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37 HCA博翔陣列 陳柏恩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38 YunLigh 陳冠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39 躺著都能過 黃祈展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240 尬意嘎咿 吳佩玲 國立嘉義大學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入圍 GA21241 TAIWAN找茶 陳姿伃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242 FJUTC 黃凱鈴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佳作 GA21243 CUST 林妍汝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訊管理學系

工業管理系



佳作 GA21244 幸運草 張瑞芬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47 省力女超人 黃筠雯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248 時間方舟 宋珮瑄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49 三朵雲 劉思妘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入圍 GA21250 Wonkey 吳宇翔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應用數學系

佳作 GA21251 #OOTD 謝銘軒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德國語文科

佳作 GA21252 菱魂獵手 吳柏紘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53 Around 許湘庭 東華大學 企管系

優等 GA21254 七個人 劉冠伯 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

物理系

入圍 GA21257 晚餐吃什麼 陳依靜
東海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企管系

營建工程系

企管系

企管系

佳作 GA21258 默默無聞 机妙香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英文系

優等 GA21259 TAG-C 林巧欣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優等 GA21261 Fashion Of You 賴品儒 國立台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優等 GA21262 apple c 黃筠涵 國立中央大學 企管系

入圍 GA21263 派艾波四纖子 陳渝婷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進修部一年級國際商用英文系

佳作 GA21266 鮪魚飯糰 張嫚芸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67 行銷4B 黃秉軒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

佳作 GA21268 NEWSTAR 林新蒨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優等 GA21269 梨嘉出走 廖子淇 國立嘉義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

優等 GA21271 SENNA 林柔綺 台灣大學 國企系



優等 GA21272 中央baba 林允曜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74 你說的隊 陳柏成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等 GA21275 我們超勇的 林子絹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優等 GA21276 皮卡丘的創新工場 葉宜佳 國立台北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佳作 GA21277 花漾青年 翁甄宜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優等 GA21278 Gogo啦！我們一起去
埔類

陳儀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

佳作 GA21280 LCL 陳菀妤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81 少年ㄟ文藝世界 謝旺軒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優等 GA21283 壹玖貳零 陳姿芸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系

優等 GA21284 文炸 林佳玫 逢甲大學 企管系

佳作 GA21285 絕地奶爸 黃詠涵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86 扛霸子老了 徐珮瑄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88 從容應隊 曾琳鈞 臺東專科學校 創意商品設計科

佳作 GA21289 隨醒 彭姿妍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系

優等 GA21290 獨創樂團-我還年輕 周育承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佳作 GA21291 依醫不捨 闕莉姍 私立淡江大學 中文系

優等 GA21292 守滬特攻隊 鍾雨庭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優等 GA21293 我們為此而來 朱佳綾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佳作 GA21294 We Care 曹筑晴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295 NTUE sellers 洪思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入圍 GA21296 Recycler瑞思客 黃和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前瞻學程

入圍 GA21297 趁剩追擊 蕭任傑 東海大學 企管系

佳作 GA21298 寶貝戰隊 蔡盈宣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佳作 GA21300 雙月鮪魚 林玥伶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佳作 GA21304 想要及格 吳奕德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佳作 GA21305 2021台灣文創的力量 林采臻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 GA21307 新移對象 吳姵璇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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