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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初賽成績結果 

 

第七屆報名對數：創業企劃組 382 隊： 創業組得獎：特優共 8 名；優等共 7 名；佳作共 113 名 

創業企劃組-初賽【特優】名單 

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034 Hello It's Me  黃千彧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GA17063 行館壓力好大鍋 蔡婉瑜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GA17161 
文藻精神科附屬哲學系

之生命科學部  
張培鈞 文藻外語大學 西文系 

GA17181 How How 點子  林承靜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208 鈺貝舫宜雅  王鈺惠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GA17266 world campus  郭巧文 國立台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269 無足不登三寶墊  許芷菱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學系 

GA17353 五指姑娘  蘇鈺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創業企劃組-初賽【優等】名單 

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087 鋁戰鋁勝  賴義守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GA17222 distance  余惠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32 六畜興旺 陳思璇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GA17240 林青青粉丝后援团  宋依婷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54 智慧趣遊憩 陳建明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71 ICAN.01  陳柏昇 南臺科技大學 工管資訊系 

GA17338 毛孩補給站 陳詩宜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創業企劃組-初賽【佳作】獎名單 

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001 R&V 吳汶翰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005 BBC 吳綺芹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GA17019 購狂對不隊  林耕弘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GA17021 築路中原 陳威瑨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025 Power Max  吳友友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032 Trump 創譜  洪千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033 Imagine Future 施沛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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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040 溫晴儀佳媛  葉儀翎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050 對不隊 簡詠萱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GA17058 "老"是幸福隊 李家瑜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062 iBMBA 張嘉玲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067 五臟俱全  陳如孟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068    飄洋過海的青蛇 連羿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GA17073 6 浪者 曾苙豪 私立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076 懶人一足 朱若蘭 高美醫護 長青事業服務科 

GA17077 KYUIM 陳彥仲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GA17082 TBSA 創客與文化有約  楊書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105 Easy shopping 陳玟卉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GA17108 feeling well 卓嬿蓉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GA17110 台灣傳統文化 詹明澔 環球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GA17112 樂減 穆胤達 環球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GA17120 獨食 Exclusive Food 林玨愷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121 tigerteeth  楊家欣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122 Healthy Foodie  郭雪純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124 3+1  陳佳鈴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125 麵包好辣  賴寶婕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系 

GA17127 淨香團 邱媺芩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129 宜之計 胡詩韻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135 Super Dry Fruit 廖書漩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GA17136 早食間早餐外送 陳雅琪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GA17144 Clover 葉郁婕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145 give me five 許芷嫣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160 霍格華爾滋 廖皇瑋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GA17165 豬(D)世代  張簡琬庭 國立嘉義大學 行銷與觀光管理 

GA17168 貿牌實習生 吳玟葶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GA17171 等一下告訴你 盧奕安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72 妳們 胡善茜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73 關東組 施亭羽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74 隨便 董彥妏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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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175 隊名隨你說  楊家銘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77 一萬四千伍 賴虹錡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79 樊老還童 鄧宇成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80 迷途羔羊 陳立翔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188 HEIRS  梁博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GA17191 CCL  陈雅阳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196 鷺絲維特(LW)活動公司 劉斯雲 中華大學 觀光會展學系 

GA17199 Lotus Company 張雅媗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GA17200 康貝特旅遊公司  陶虹伶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GA17203 Happy Farmer 李容慶 世新大學傳播 管理學系 

GA17215 全心鄭虹 羅蕙心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GA17217 四仙女  吳孟庭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20 五莖長旺 李光偉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GA17224 健行總公司 許晉瑜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225 健康樂活一生  劉美伶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229 eStar4505 易清萍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30 日光小林 104 工作小隊  王民亮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GA17233 等一下再想隊名 吳沛螢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234 愛樂耕 沈莉婷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GA17238 PEGASUS 賴若芊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GA17246 那票人  楊凱鈞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247 Yuntech MBA  蔡宜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248 夢之筆 陳建榮 德明財經科大 行銷管理系 

GA17253 遠大 因悅師  鄭義霖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所 

GA17256 虎搞瞎搞 陳音璇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GA17257 KQMT 卢利谦 中国科技大学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59 SOHO 舒活農場  楊子毅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61 沙沙人生  廖紋綺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263 HZO  何鑫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70 另眼香看 高瑋君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系 

GA17272 五穀雜糧創意小舖 梁芷榆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82 風起 詹宜臻 台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GA17284 Apprentice 范揚勤 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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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289 養老小天使 梁凱嵐 健行科技大學 企管管理系 

GA17290 友善咖啡貓  陳睿哲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292 UCH 行銷人  楊詔涵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295 我很漂亮  劉奕廷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296 發芽的傲嬌少年 葉家其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297 老不休  鄧善云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298 超級轉轉轉 蘇琬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GA17304 混血波特的背叛 蔡佩樺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與流通學系 

GA17305 想個好隊名 林禹多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GA17306 粧飾品 黃金敏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307 Green thumb 莊莉柔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308 中科行銷 F4 朱瑞安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13 P.Healing  魏郁庭 南台科技大學 工管資訊系 

GA17315 享啡 蔡元培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19 揪喝撿 胡育祥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22 行管 F4  劉政誠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28 強者商管 古雅媛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30 Marketeam 蔡承霖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34 大手拉小手，一起來樂

遊 
侯宜吟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336 我的老天鵝啊 楊大為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47 中國科大行 3C 林哲緯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50 Hunter Girl ~ 大肆衝

一發  
陳怡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GA17351 愛煮呷  游雅淳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GA17352 我給自己 100 分 許雅鈞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系 

GA17355 國貿隊隊隊 呂美璇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貿易科 

GA17356 商一 B 帶頭 GO 邵華中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57 巴斯光年 陳昱東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59 商管麻瓜 黃巧妮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62 一拳超人 蘇楷倫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64 Tequila 王翊庭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66 俊男美女最低調 賴品勳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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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編號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GA17368 金頭腦  柳俊言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GA17369 鑽勵小分隊 葉珍梅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372 有機蔬菜 吳柏融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GA17373 貔貅隊 陳志濤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GA17374 經濟勇士逆流而上  張晉瑜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GA17375 致理人 自己人 黃暐皓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GA17377 正修 ARVR  郭凱弘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GA17378 銀向挑戰 林佩杏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GA17380 堅果家族  周鈺軒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GA17381 五颗青枣 黄睿雯 中国科技大学 行销与流通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