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4-1 「行」遍天下，無所不在-行動支付的探討與發展 私立明道高中 王麗菀 、方詠儀 、王姿懿 、洪郁棋 章冠萍 、陳惠珍
4-2 一起讓周遭充滿「微笑」─嘉義市Youbike之消費者使用行為分析 ─以嘉義市高中職學生為例 國立華南高商 李雨柔 、張佳倖 、林佳盛 林彥汝
4-3 「抗藍」所及，「鏡」心「鏡」力之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分析 國立華南高商 方湘淳 、胡喬甯 、呂濰誌 林彥汝
4-4 成為價值投資人–以台達電(2308)為例 私立復興商工 楊立菁 、陳秉喆 、魏鼎宸 、廖緯堂 、廖于萱 蘇熲泰 、蕭言軒
4-5 「疫」如既往、形「影」相隨之全臺連鎖影城受疫情影響研究 臺南市光華高中 賴羽婷 、王鈺淨 、吳姿葶 、張語瑄 、簡憶 郭淑惠 、王儷珍
4-6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Sexual Violence. 國立苗栗高商 陳禹瑄 、徐詩琪 、林言蓁 陳文惠
4-7 共同守護海洋系 私立復興商工 李思賢 、許傑崴 、潘冠宇 、馬偉豪 、范喆綸 蕭言軒
4-8 MINI COFFEE 私立復興商工 廖于萱 、王姵晴 、趙凡瑀 、張怡萱 、程愛玲 蕭言軒
4-9 A Survey Of Tsou Youth’s Vis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ir Self-identity and Future Work 國立華南高商 黃彥凱 、許以昕 、謝予婕 、劉沛琦 郭幸玉
4-10 發揮博愛精神 私立復興商工 江沛錞 、吳少芃 、徐浚翼 、余金恆 、林哲安 蕭言軒
4-12 用「新」傳承眷村文化–以黃埔新村為例 市立高雄高商 曾雅萱 、戴杞蓁 、鍾芷晴 、鄭巧汶 何浩睿
4-13 台南音樂祭 私立復興商工 楊立菁 、陳迦得 、范喆綸 、李思賢 蕭言軒
4-14 時尚男士- 香奈兒 Boy de chanel產品分析 國立草屯商工 徐千涵 、許芯瑋 、廖庭瑩 戴季薇
4-15 有啥貓餅 國立土庫商工 林宥伶 、林畇安 、張家昀 陳美芳 、劉瀚鄖
4-16 Orphanage - A Heavenly Haven for Lost and Homeless Children 「育」見你，「幼」幸褔 私立樹德家商 方姵淇 、任雨婷 、張百樂 楊菀菁
4-17 桑葉與商業~桑葉茶包的行銷 國立北門農工 陳亭安 、陳怡君 、林韡臻 、沈若慈 、許容慈 田素菁
4-19 「大」好成績，由平價「創」出 國立草屯商工 林星妤 戴季薇
4-20 「植」要你願意，「物」美價廉「肉」給力!! 國立華南高商 陳姿妤 、黃詩婷 、何坤琪 林彥汝
4-21 二十四番花信風 縣立苑裡高中 邱柔庭 、王芊予 詹小慧
4-22 娧變 臺南市光華高中 鄭品伶 、趙宛儀 、陳奕樺 陳燕裕
4-23 進擊的魯肉飯 國立土庫商工 賴虹筑 、郭育真 、李修誠 、黃宣妤 、劉玉梅 劉瀚鄖 、吳佳霖
4-24 在新型冠狀病毒下，探討防疫中藥茶的行銷策略及消費者消費行為之研究 國立華南高商 侯柏瑄 、楊雅茹 、陳家均 林彥汝
4-25 交議 臺南市光華高中 黃昱潔 、鄭鈺歆 、謝旻夏 、黃竟椏 、李淳楨 陳燕裕
4-26 Local Industry--traditional barber shop 國立苗栗高商 邱旭廷 、王佳翰 、陳松鼎 、王清芳 顧沛琪
4-27 Freeze停下來吃冰創業企劃書 市立文華高中 王妤珊 、吳宥璁 、黃珮蓁 、歐捷錚 王敬甯
4-28 咱ㄟ媽祖 私立樹德家商 鄔姵嫻 、詹舜茹 、念其昀 楊菀菁
4-29 「衛」您打造「迷」「塗」樂園—高雄衛武迷迷村 市立高雄高商 張綺芳 、陳琦樺 、陳福蓉 葉惠如
4-30 夾娃娃機熱潮對青少年的影響 私立樹德家商 李錦旻 、楊荺婕 、宋柏凱 、周宜儀 楊菀菁
4-31 Convenience Class 國立苗栗高商 徐婕兒 、林艾錡 顧沛琪
4-32 元宵出逃中 私立復興商工 林宜蓁 、廖婉妤 、王姿馨 、陳韋伶 、陳禹臻 蕭言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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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台灣夜市特色小吃 私立復興商工 王姿馨 、陳函妤 、陳韋伶 、林宜蓁 、黃姵菁 蕭言軒
4-35 台灣宅配通不通 市立高雄高商 孫光人 、許雅媜 、曾珈羚 何浩睿
4-37 熱血賽事的商機—淺談2020東京奧運所帶來的影響 國立草屯商工 賴紀妤 、廖庭瑄 戴季薇
4-38 手助 國立土庫商工 劉姿榆 、劉靜佳 、墜以蓁 、蘇婉瑜 、林芯瑜 劉瀚鄖 、陳美芳
4-39 Walking "into"2nd STREET 國立草屯商工 李謙益 、洪湘嵐 、吳嘉濬 戴季薇
4-40 獨・燒肉 市立文華高中 黃芃樺 、沈襄庭 、周安平 、鐘品筑 王敬甯
4-41 「布」可思議衛生棉—棉樂悦事工坊之研究 國立草屯商工 鍾采妮 、李昀蓁 、廖庭萱 戴季薇
4-42 禮物在鹿上 私立復興商工 許瑀庭 、楊淇暄 、林芷諭 、陳亮竹 、王志龍 蕭言軒
4-43 番出健康來 私立明德高中 廖以欣 、李家欣 王雅瑩
4-44 拍桌叫絕 國立土庫商工 周凱琦 、張諭宸 、李亦仙 劉瀚鄖 、陳美芳
4-45 日文加AR等於我的元宇宙 私立樹德家商 吳采蓁、劉宸伈 張佳娜 、涂碧芬
4-46 眷土重來 國立土庫商工 廖佳怡 、鄭妤姿 劉瀚鄖 、陳美芳
4-47 哈囉喂(HOLLOWEEN) 私立復興商工 巫錦姿 、高沛綺 、張理惇 、廖緯堂 、張軒廷 蕭言軒
4-48 時袋 國立土庫商工 林儀君 、邱又慈 、許琬琳 、陳淑鳳 、黃宇瞳 陳美芳 、劉瀚鄖
4-49 「全安堂台灣太陽餅博物館」體驗行銷模式及消費者分析 國立草屯商工 蘇筠淇 、林憶蓁 、黃穎俞 戴季薇
4-50 食移世變 國立土庫商工 呂巧靜 、沈雅涵 、林品妤 劉瀚鄖 、陳美芳
4-51 兔之村 私立復興商工 吳宗賢 、范禎恩 、馮思綺 、邱于珊 、李品臻 蕭言軒
4-52 機不可失 國立玉井工商 李紹涵 、蔡砡溱 、蔡佩容 徐順乾
4-53 頭花源 國立土庫商工 王竑婷 、許語歆 、王奕茹 劉瀚鄖 、陳美芳
4-54 聊聊有深度的甜聊-探討「甜聊田寮」 有機農場經營理念及農產實作推廣 市立高雄高商 林晨翌 、張宸緯 、呂美漢 吳孟瑩 、蘇倍均
4-55 「飲」人注目 私立明德高中 林依靜 、謝惠心 王雅瑩
4-56 鬱見 國立土庫商工 曾雅婷 、萬修睿 、柯芷昀 、賴佳璐 劉瀚鄖 、陳美芳
4-57 夢境 國立土庫商工 陳寀倢 、黃均恩 、陳宛妤 、郭育妘 、張庭瑋 劉瀚鄖 、陳美芳
4-58 TEENAGERS’ MONEY MANAGEMENT 國立苗栗高商 林芸綺 、蔡宜均 顧沛琪
4-59 西螺大橋 國立土庫商工 林祐賢 、林偉翔 、陳佳豪 、楊佳勳 、劉興聖 陳美芳 、劉瀚鄖
4-60 說書茶館 國立土庫商工 江依恩 、沈怡軒 、蔡莉姍 、黃柏諺 劉瀚鄖 、陳美芳
4-61 夜幕 國立土庫商工 汪佩宜 、劉蕎茵 、紀芸 劉瀚鄖 、陳美芳
4-62 新北觀光大展現 私立復興商工 魏鼎宸 、王琪雅 、楊淇暄 、王崇智 、王志龍 蕭言軒
4-63 森靈forit 臺南市光華高中 吳立凡 、林渝晴 、葉喬湄 、蔡宛芊 、盧依靜 蘇仁傑
4-64 永和地區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使用調查分析 私立竹林高中 周秀芳 、施恩希 、吳京駿 、范睿紘 、黃誠泰 劉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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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victoria咖啡 私立復興商工 潘心怡 、耿嘉欣 、江欣璇 、董子華 蕭言軒
4-67 扶持 國立土庫商工 吳宜潔 、林家儀 、蕭凱毫 劉瀚鄖 、陳美芳
4-68 星願執行中 臺南市光華高中 余亭儀 、江玗潔 、許芷瑄 、翁暄茗 蘇仁傑
4-69 吹哨者 私立復興商工 廖語柔 、張耀升 、楊崴皓 、黃聖傑 、謝沛珊 蕭言軒 、蘇熲泰
4-70 再會了昔日攝影霸主的時代–數位相機還打的贏手機相機嗎? 私立文興高中 張勛傑 、張兪婕 、蕭茹尹 盧可育
4-71 引以「維」榮，一「泡」而紅！ 私立文興高中 黃怡綸 、張仁薰 、黃采妮 盧可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