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全國技專院校 i-Life 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得獎名單 

一般賽程組─創新服務組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第一名 HairDo 要你好看! 致理技術學院 
彭建文 
樊祖燁 吳慈耘 

第二名 百聞不如一薦 屏東科技大學 
謝如梅 
林晋寬 鄭景耀 

第三名 瘋滑在羨 i-crazy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邱郁琇 蔡瑋文 

第三名 i-Help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黃采婕 

特優 愛玩具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吳毅修 

特優 LORE 工作室 南台科技大學 曾碧卿 蔡燕 

特優 System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張谷光 韋律安 

特優 灰姑娘走時尚 醒吾科技大學 
陳明琪 
張有中 林佳靜 

優勝 綠色節能通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張虹蓓 

優勝 OCTogether 中原大學 劉士豪 林君蓉 

優勝 隨處好停車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蘇國瑋 
張弘毅 郭乃馨 

優勝 Eagle 龍華科技大學 王志旭 劉芳雯 

優勝 位您服務，Just For You! 僑光科技大學 蔣方萍 邱郁婷 

優勝 三智五猜 景文科技大學 
李振偉 
黃詠淮 游秀芬 

優勝 隨手唱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葉禾田 吳權勳 

優勝 曼秀雷敦 龍華科技大學 施教旺 蔡昀諮 

優勝 我只穿我的 Admiral 龍華科技大學 林國平 曾昱菁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優勝 銀髮特工隊 台灣科技大學 林孟彥 林虹宇 

優勝 牛轉錢坤─牛肉麵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余巧琳 

佳作 Let's  music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蕭宜蓁 

佳作 C&C&C 亞東技術學院 
袁國榮 
楊玉嶺 秦若綺 

佳作 就是 i-贏 銘傳大學 陳姵瑄 陳世驊 

佳作 就是 i-勝 台灣師範大學 陳姵瑄 陳亞欣 

佳作 Panda Bus 健行科技大學 陳柏壽 陳亞欣 

佳作 五腦 Y 思考 雲林科技大學 陳永栓 胡政群 

佳作 MIS so fun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郝沛毅 黃家偉 

佳作 在地社群 景文科技大學 
李振偉 
黃詠淮 陳瑋 

佳作 由紅轉綠時 雲林科技大學 許中川 黃仁佑 

佳作 株式會社 景文科技大學 
倪家珍 
林恆妙 陳珮瑤 

佳作 數位理念行銷-公平貿易 APP 聖約翰科技大學 黃昭頴 翁慶光 

佳作 F&H 景文科技大學 
倪家珍 
林恆妙 鄭伊婷 

佳作 西瓜籽 朝陽科技大學 
陳文國 
許峰勝 趙姝雅 

佳作 校園行動資訊系統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蘇國瑋 
張弘毅 林俊霆 

佳作 我一定會成功 龍華科技大學 
施教旺 
李銘城 李俐萱 

佳作 屬於我的亮點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葉禾田 李奕蓉 

佳作 e 裝點 健行科技大學 李曜純 
江宏志 鍾宇婷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佳作 沒有隱私 健行科技大學 李曜純 
羅景文 黃新惠 

佳作 孟孟對 健行科技大學 林孟文 范翠宇 

佳作 SCS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陳炳彰 張榮宗 

佳作 DreamCreateTeam 
台灣科技大學 林孟彥 陳駿豪 

佳作 藥你命 3K 中山醫學大學 泰群立 林若真 

佳作 17EE 基本資料整合平台 中台科技大學 楊舒蜜 蕭子欽 

佳作 陸客走訪微雨城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蘇國瑋 顏順緯 

佳作 PUPPU LOVE 
致理技術學院 沈介文 張景維 

佳作 Sweet Treat 
致理技術學院 沈介文 樂嘉婷 

佳作 婚紗試 e 櫥窗系統 華夏技術學院 汪文政 
邱瓊玲 羅心妤 

佳作 味捕鱻知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莊智婷 

佳作 逗陣瘋酒趣(Sweet Man)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沈佳勳 

佳作 Luxury Marketing Team 
致理技術學院 沈介文 宮松良 

佳作 Mobile Marketing&Technology 
致理技術學院 沈介文 謝詠兆 

佳作 藍海隊 中國科技大學 吳碧珠 張靜翊 



2012 全國技專院校 i-Life 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得獎名單 
一般賽程組─創意商品組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第一名 IN-Voice 樹德科技大學 
陳儀庭 
傅懷慧 詹于瑩 

第二名 銀髮守護者 台中科技大學 李國瑋 許毓旂 

第三名 梳適-環保清掃刷 中台科技大學 楊舒蜜 詹智宇 

第三名 Rosy 樹德科技大學 陳儀庭 陳靜怡 

特優 有"月月"自遠方來，不感痛乎？ 中原大學 陳宜棻 陳婧琪 

特優 好熨來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林佩蓉 

特優 Ma-Bao(媽寶)超智慧冰箱 南開科技大學 
葉玉玲 
洪清鏈 林添貴 

特優 智慧領帶收納盒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謝欣珏 

特優 Facility Box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王怡婷 

特優 結藝角落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沈孟祥 簡沴穎 

優勝 Mic 響包 玄奘大學 楊權輝 鐘妤 

優勝 SCCF 瑪莉鹿 南台科技大學 曾碧卿 
陳文耀 黃鈺婷 

優勝 藥你命 3K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林若真 

優勝 臥心嚐杯 聖約翰科技大學 彭慶懷 黃仲毅 

優勝 運管菁英小組 樹德科技大學 陳儀庭 鄭雅雯 

優勝 路邊停車計時裝置 屏東科技大學 
謝如梅 
林晋寬 邱忠瑋 

佳作 Q-SHOP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林婉惠 

佳作 數位二代宅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周勇廷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佳作 電子書包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曹任妤 

佳作 烹然心動之在地鮮釀好味道 中原大學 陳宜棻 劉孟萱 

佳作 Genie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李伶珠 郭宛慈 

佳作 紅色警「界」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馬良涵 羅晟哲 

佳作 中華科大 TO love 小組 中華科技大學 張佳菁 柳雅智 

佳作 萬事通嬰兒床 南開科技大學 
郭家源 
葉玉玲 王培任 

佳作 異鄉遊子鍋 健行科技大學 
李宜致 
吳偉立 陳威佑 

佳作 Rianbow 僑光科技大學 蔣方萍 彭凱筠 

佳作 大學生了啊! 崑山科技大學 張世熙 劉裕樺 

佳作 皂福人生工坊 環球科技大學 葉姿君 張育誠 

佳作 消失粉惱-智慧觸控黑板 健行科技大學 邱吉鶴 周美欣 

佳作 景文新鮮人 景文科技大學 
熊東亮 
黃金印 謝東樺 

佳作 6 Good 龍華科技大學 王志旭 陳秀慈 

佳作 新動奇蹟 南台科技大學 曾碧卿 陳建名 

佳作 Magic-魅力即刻 台中科技大學 劉佳南 吳佳穎 

佳作 Magic 雪鏡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陳雅涵 

佳作 Timeless 樹德科技大學 陳儀庭 劉雨桐 

佳作 無毒環保橡皮擦 遠東科技大學 
陳柑 
官振豐 蒲欣澤 

佳作 亮亮米 Power Rice 德霖技術學院 呂冠瑩 陳雅馨 

佳作 呼呼腿 德霖技術學院 呂冠瑩 許育誠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佳作 Shing her eyes 中台科技大學 黃玉凰 孫得銓 

佳作 造型隨身碟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楊雅婷 

佳作 好神衣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黃瓊慧 

佳作 口氣魔法水 中華科技大學 吳怡瑄 呂佳玲 

佳作 運金香 樹德科技大學 陳儀庭 張正諺 

佳作 My  GUTS ! 健行科技大學 呂慈恩 林秉達 

佳作 霹靂啪啦砰! 高苑科技大學 蔡靜宜 黃薰左 

佳作 Fun 輕鬆 正修科技大學 許瓊文 葉俊宏 

佳作 Nude BB 霜企劃組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李祥銘 
閻瑞彥 呂明娟 

佳作 幫白樂很快樂隊 萬能科技大學 陳姵瑄 
張耀宗 陳秀珠 

佳作 愛 pet 趴趴 go 僑光科技大學 蔣方萍 陳雯琦 



2012 全國技專院校 i-Life 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得獎名單 

特定賽程組─時間精靈組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第一名 FaceTime  致理技術學院 
袁劍雲 
歐陽傑 陳文柏 

第一名 膜幻隊伍之 We are spirit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邱郁琇 
陳燕鑾 周庭莉 

第三名 One Person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黃懿純 

第三名 傻笑鱷魚 南台科技大學 
施坤壽 
郭重明 羅清苓 

特優 改頭換面，美麗是自信的開始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陳雅涵 

特優 Pretty Secret 健行科技大學 
李祥銘 
邱吉鶴 江佳蓉 

特優 Takming Star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邱郁琇 蘇育增 

特優 戴著面具的天使 環球科技大學 葉姿君 詹麗親 

優勝 一敷就靈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吳慈耘 



2012 全國技專院校 i-Life 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得獎名單 

特定賽程組─騎易通組 

 

名次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隊長姓名 

第一名 Magic In Blue tooth 長榮大學 李孟訓 賴筱涵 

第二名 一打就通 致理技術學院 
樊祖燁 
楊斯嵐 吳慈耘 

第三名 健人團隊 
健行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李祥銘 
楊斯嵐 岳正泰 

第三名 騎易通第一名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邱郁琇 
陳銘慧 戴妤涵 

特優 通暢無組 南台科技大學 洪敏莉 吳毅修 

特優 D.C.T 南台科技大學 施坤壽 邱詩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