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業商業模式競賽 【一般企業組】決賽入圍名單 

 

編號 組長姓名 學校名稱 科別 競賽主題 指導老師 

B5 王芝昀 國立新營高中 流通管理科 斑比跳跳商業模式 陳怡君 

B20 李鋅旻 國立新營高中 商業經營科 麻豆在地小企業新世發肥料有限公司商業模式 林娟妃 

B27 周怡潔 國立新營高中 商業經營科 嘉義義竹「農機行」的商業模式 林娟妃 

B58 林祈安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勁速車業-商業模式 李麗雪 

B72 鍾耀龍 國立旗山農工 電機科 振宗藝術團商業模式 郭賢宗 

B85 吳芎縥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康那香企業商業模式 曾淯嫻 

B129 李宥真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Owns 服飾店商業模式 曾淯嫻 

B131 吳佩宸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台南 JETS 嘉年華商業模式 曾淯嫻 

B132 蔡芸珍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十鼓商業模式 曾淯嫻 

B136 張婕琳 國立鳳山商工 資料處理科 義美超商商業模式 高秋芬 

B150 王子安 復華中學 電子商務科 迅銷集團 UNIQLO 商業模式 蔡婉君 

B167 鄭乃文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notorious 商業模式 陳惠津 

B177 黃資淩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ONE Boy 冰鋒衣商業模式 陳惠津 

B182 許恆睿 楠梓高中 普通科 日立商業模式 徐珮瑩 

B200 曹韋翔 三信家商 資料處理科 蝦皮購物商業模式 林國 

B204 康家豪 楠梓高中 普通科 miHoYo 商業模式 徐珮瑩 

B212 蔡侑昕 楠梓高中 普通科 草衙道之商業模式 徐珮瑩 

B231 呂佩怡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洋蔥先生與阿文圖文作家之商業模式(創業) 翁湘芸 

B242 林彤芯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cosplay 咖啡廳創業商業模式 翁湘芸 

B244 羅筑云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一日情侶-創業商業模式 翁湘芸 

B288 李佳憲 大榮中學 飛修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商業模式 何昇輝 

B292 陳韋丞 大榮中學 飛修科 NBA 商業模式 何昇輝 

B299 黃程右 楠梓高中 普通科 UA 專賣店商業模式 徐珮瑩 

B315 劉苡婕 國立花蓮高商 會計事務科 「起家」傢俱網購電商平台商業模式 李翠華、施美言 



B317 劉宣志 國立花蓮高商 會計事務科 「生命無價，生活有照」長照喘息 5.0 商業模式 李翠華、施美言 

B347 洪英綺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超市入口 商業模式 蕭惠文 

B361 曾悅庭 大榮中學 飛修科 瑪吉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模式 蘇妲鈺 

B365 張瑀書 大榮中學 飛修科 高雄捷運商業模式 吳惠蘭 

B390 方智萱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Panasonic 奈米水離子吹風機商業模式 許秋卿 

B410 張嘉恩 國立花蓮高商 會計事務科 「VR 看得到妳，汽車駕訓免擔心」商業模式 李翠華、施美言 

B431 郭家甄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銳玩遊戲(Riot Games)商業模式 鄭瑞祥 

B433 蘇昱臣 國立曾文家商 資料處理科 ASUS 商業模式 張瓊云 

B440 蘇震恩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珍奇鬥艷鬥魚專賣店商業模式 顏乃雯 

B450 王囿云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HYBE E NTERT IN MENT 商業模式 姚蘭香 

B465 陳柏菖 國立曾文家商 商業管理科 Meta 商業模式 姚蘭香 

B476 李元亨 楠梓高中 休閒事務學程 義享天地商業模式 吳東安、陳美妤 

B486 陳永立 明誠中學 多媒體應用科 Supercell 遊戲公司商業模式  陳美華 

B487 李昱萱 明誠中學 多媒體應用科 YUYU 商業模式 陳美華 

B517 洪子晴 國立華南高商 國際貿易科 七七乳加的商業模式 賴彥融 

B526 周峻驛 樹德家商 資料處理科 Eye 上你的眼商業模式 蘇玉芬、劉昭束 

B553 陳立杰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92 國際車業 (創業改裝件批發商) 商業模式 黃玉利、蕭惠文 

B554 許文馨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提提研商業模式 黃玉利、蕭惠文 

B568 陳彥均 國立鳳山商工 觀光事業科 全家超商商業模式 虞中慶 

B581 傅勻貞 立志中學 資料處理科 「義美」食品之商業模式 孫誌成、黃瓊瑩 

B611 黃秉緯 立志中學 電競經營科 法拉利商業模式 梁月娟 

B616 李沛晶 三民家商 國際貿易科 連興不鏽鋼金屬有限公司商業模式 陳品㨗 

B623 胡詠婷 樹德家商 商業經營科 健身房商業模式 郭有卿 

B629 柳怡如 國立竹東高中 商業經營科 機動車隊商業模式 黃仕明 

B630 陳岱琪 樹德家商 商業經營科 Go share 商業模式 郭有卿 

B631 陳姿婷 立志中學 資料處理科 新東陽商業模式分析 黃瓊瑩 

B655 謝秉宸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資訊應用學程 星期一古著商業模式 陳俐利、孫淑婷 

B663 吳佳諾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資訊應用學程 萬國通路商業模式 陳俐利、孫淑婷 



B667 黃馨玟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孔雀伯的「柚」惑-柚子小農商業模式 陳佳麟、劉靜樺 

B671 簡子元 東吳工家 資料處理科 Notorious 惡名昭彰商業模式 黃瓊儒 

B672 朱珮熏 三民家商 國際貿易科 甲電國際商業模式 陳品捷 

B679 林雅齊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雅聞集團商業模式 劉靜樺 

B686 蔣怡 國立屏北高中 商業服務學程 IKEA 的商業模式 楊詠婷 

B692 鄭郁君 海青工商 資料處理科 高雄客運商業模式 邱雋生 

B695 許雅婷 國立屏北高中 商業服務學程 蝦皮購物 App 電子商務平台商業模式 楊詠婷 

B711 吳品儀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禾山農場商業模式 陳雅倫 

B722 洪翊愷 國立屏北高中 商業服務學程 娘家商業模式 楊詠婷、陳亭如 

B740 文心妤 明誠中學 普通科 南山保險商業模式 陳美華 

B743 林季柔 明誠中學 普通科 代買代購的創新商業模式 陳美華 

B759 李佳穎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美聯社商業模式 黃美君 

B766 李欣芸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STEAM 遊戲平台商業模式 葉惠如 

B767 姚姿羽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KKOBA 韓國代購選貨店商業模式 徐珮瑩 

B783 何欣穎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小紅書商業模式 葉惠如 

B784 林卉溱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ECOCO 商業模式 葉惠如 

B785 葉宥亘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Twitch 商業模式 葉惠如 

B788 謝凱薇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誠品書店商業模式 劉靜樺 

B791 丁文媃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酥油」點「八國」綠色行銷砌「成金」之創新商業模式 張黎凰 

B793 賴宣佑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富」比「山」高-傳統融合創新之「檀香」與「香堂」雙贏之路 張黎凰 

B795 林欣柔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永昇毛豆邁向金磚之路的商業模式 張黎凰 

B835 吳姍樺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部)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立家手創館」商業模式 黃俊儒 

B840 洪子媛 三民家商 國際貿易科 NIKE 球鞋的商業模式 陳品㨗 

B851 許敬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中學 綜合高中 愛之味商業模式 林淑芳 

B854 黃紹婷 三民家商 國際貿易科 Innisfree 商業模式 陳品㨗 

 

  



111 學年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業商業模式競賽 【餐飲觀光組】決賽入圍名單 

編號 組長姓名 學校名稱 科別 競賽主題 指導老師 

H8 黃瑀涵 國立新營高中 流通管理科 後壁金德興中藥鋪商業模式 陳怡君 

H9 何芃軒 國立新營高中 流通管理科 老厝 1933 商業模式 陳怡君 

H21 邱怡婷 國立新營高中 商業經營科 再睡五分鐘之商業模式 林娟妃 

H23 陳以容  國立新營高中 商業經營 白兔美術社商業模式 林娟妃 

H32 張喬雅 國立新營高中 商業經營科 楊媽媽菓子工坊 林娟妃 

H54 鍾亞霓 國立旗山農工 園藝科 常美冰店商業模式 林冠宇 

H60 賈宇翔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KIRABASE(女僕咖啡)商業模式 李麗雪 

H65 許霹馨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星月天空夜景景觀餐廳」之商業模式 李麗雪 

H69 詹煒詳 國立旗山農工 電機科 曾記當歸土虱商業模式 郭賢宗 

H79 張家翎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WA!COOKIES 商業模式 曾淯嫻 

H83 陳珏閔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所長茶葉蛋-商業模式 曾淯嫻 

H120 洪翊翔 國立台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文章牛肉湯商業模式 曾淯嫻 

H142 黃宜惠 復華中學 電子商務科 鼎泰豐商業模式 蔡婉君 

H144 趙虹筑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兩餐商業模式 高秋芬 

H152 蕭語涵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subway 商業模式 高秋芬 

H157 蘇靚芸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老四川商業模式 高秋芬 

H159 蔡承亨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森禾田商業模式 陳惠津 

H174 洪薏棱 復華中學 資料處理科 王品集團-夏慕尼商業模式 李聖道 

H189 黃崇綸 復華中學 電子商務科 台鹽礦泉水商業模式 蔡婉君 

H190 黃欣霓 三信家商 資料處理科 麥當勞商業之模式 陳麗玲 

H193 劉兆勳 海星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峽灣中餐廳商業模式 邱雅梅 

H220 黃詩辰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21 風味館商業模式 劉昱萱 

H221 周佳慧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麥味登商業模式 劉昱萱 

H223 鄭之綺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頂呱呱商業模式 劉昱萱 

H229 王佐廷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晨間廚房商業模式 翁湘芸 



H247 戴冠宇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排到你腳軟餐廳」創業商業模式 翁湘芸 

H262 葉士誠 國立旗山農工 餐飲技術科 旗山枝仔冰城商業模式 劉瑋如 

H297 林楷翔 大榮中學 飛修科 丹丹漢堡商業模式 何昇輝 

H301 彭妍潔 楠梓高中 普通科 異人館商業模式 徐珮瑩 

H320 劉芷希 中山工商 觀光事業科 星宇航空商業模式 陳怡如 

H326 蔡昀臻 中山工商 觀光事業科 義大遊樂世界商業模式 陳怡如 

H331 施佩琳 中山工商 觀光事業科 三鷹之吉卜力美術館商業模式 陳怡如 

H332 陳景聿 中山工商 觀光事業科 三井 outlet 商業模式 陳怡如 

H334 梁筑媛 國立臺東高商 商業經營科 廖老大商業模式 王儷儒 

H335 李幀葦 國立臺東高商 商業經營科 果珍濃商業模式 王儷儒 

H337 蔡慈恩 國立臺東高商 商經科 初鹿牧場商業模式 王儷儒 

H339 簡弘棋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Sunsay」飲料之商業模式 蕭惠文 

H344 門芷芸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猜心泡芙商業模式 蕭惠文 

H353 黃喻暄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六吋盤早午餐」商業模式 許秋卿  

H399 郭恩文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宜蘭綠舞觀光飯店商業模式 許秋卿 

H438 謝宗樺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歐泥漿甜甜圈專賣店之商業模式 顏乃雯 

H443 王婷瑋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肉多多火鍋商業模式分析 顏乃雯 

H445 盧佩諠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吳家紅茶冰商業模式 黃美君 

H446 陳圓 國立鳳山商工 會計事務科 「美濃林家粄條總店」之商業模式 黃美君 

H452 黃琳茜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迷客夏好的秘訣!!!商業模式 姚蘭香 

H454 蘇佳怡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新馬辣經典麻辣鍋 t 商業模式 張瓊云 

H458 陳琬宜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韓國年糕火鍋-兩餐두끼 Stores 商業模式 張瓊云 

H460 胡芸禎 國立曾文家商 電子商務科 六福村商業模式 張瓊云 

H470 蔡宜婷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今天吃甚麼-Mister Donut 商業模式 許秋卿 

H471 陳昱彰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午夜快車商業模式 許秋卿 

H477 于子涵 楠梓高中 休閒事務學程 路易莎咖啡商業模式 吳東安、陳美妤 

H478 陳裔晴 楠梓高中 休閒事務學程 Mr.donut 商業模式 吳東安、陳美妤 

H491 温小靜 國立華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築間幸福鍋物商業模式 黃美珍 



H500 潘子賢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台東阿牛牛肉麵 歐佩芬、林梅英 

H501 張家美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臺東客來吃樂商業模式 歐佩芬、林梅英 

H509 黃姿綺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雲棧部落音樂餐廳 歐佩芬、林梅英 

H512 張祐嘉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歐巴螞烘培商業模式 歐佩芬、林梅英 

H529 蘇暘鈞 樹德家商 資料處理科 QQ ㄋㄟ ㄋㄟ 好喝到咩噗茶飲店商業模式 蘇玉芬、劉昭束 

H530 温貞瑜 樹德家商 資料處理科 時間咖啡廳商業模式 劉昭束、蘇玉芬 

H542 陳畇蓁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西悠巢旅】之商業模式 劉昱萱 

H544 吳宜亭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海斯頓法式甜點工作室商業模式 劉昱萱 

H546 吳宇祥 國立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春水堂商業模式 劉昱萱 

H547 謝家成 立志中學 電競經營科 大苑子 空閒時間的清涼時刻商業模式 王暐清 

H562 林凱華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黑松羊肉爐商業模式 歐佩芬 

H571 李吳昱萱 國立臺東高商 會計事務科 嘎滋 Da’san 商業模式 歐佩芬 

H575 何孟綺 立志中學 資料處理科 路易莎咖啡 LOUISA COFFEE 商業模式競賽 呂碧華 

H580 蔣沛庭 立志中學 資料處理科 食材要天然、擀麵要手工、內餡要實在–鼎泰豐商業模式 呂碧華 

H582 龔玟琳 立志高級中學 資料處理科 築間幸福鍋物商業模式 孫誌誠、黃瓊瑩 

H604 余孟諴 三民家商 國際貿易科 逍遙園商業模式 陳品㨗 

H626 紀言蓁 樹德家商 商業經營科 寵物咖啡廳商業模式 郭有卿 

H634 黃圓尹 樹德家商 應用英文科 風 の吾名客棧商業模式 史仟慧 

H652 王宣之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資訊應用學程 所長茶葉蛋商業模式 陳俐利、孫淑婷 

H654 李靖雯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資訊應用學程 都在貓咪旅館商業模式 孫淑婷、陳俐利 

H659 杜炅㤢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資訊應用學程 「深緣及水」麵包之商業模式 陳俐利、孫淑婷 

H675 林亭羽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過「好」日子「味」了與你相遇–好味小姐商業模式 蘇倍均、陳佳麟 

H676 陳紫瑩 立志高級中學 資料處理科 海底撈商業模式 黃瓊瑩、孫誌成 

H700 劉琬甄 海青工商 會計事務科 赤鬼商業模式 方秀惠 

H702 呂侑芸 海青工商 資料處理科 Godiva 商業模式 邱雋生 

H709 孔寶筠 明誠中學 普通科 Restaurant Gordon Ramsay 商業模式 陳美華 

H710 張祐豪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老菜新做-台菜也能吃得像西餐！老新台菜商業模式 陳佳麟、劉靜樺 

H716 陳梓瑄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濃夫生活商業模式 陳雅倫 



H719 鍾廷瑄 國立屏北高中 商業服務學程 喝的燕麥 桂格燕麥飲商業模式 楊詠婷 

H728 鍾奕翔 高雄高商 國際貿易科 綠帽殺手-綠豆湯-以○鍾家綠豆湯商業模式 何浩睿 

H730 蕭芯榆 國立竹東高中 商業經營科 「調入您心」商業模式 黃仕明 

H736 范蓒宜 國立竹東高中 商業經營科 「柿與你一起獺進新埔」商業模式 黃仕明 

H752 馬琮恩 海青工商 資料處理科 王品集團商業模式 張建原 

H753 李云薰 海青工商 資料處理科 王品集團商業模式 張建原 

H770 陳梓瑜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麻古茶坊商業模式 徐珮瑩 

H772 莊才緯 楠梓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八方雲集商業模式 徐珮瑩 

H798 薛丞茹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五桐號茶飲專賣商業模式 劉靜樺 

H807 賴嬿宇 國立鳳山商工 國際貿易科 鬆丟哩商業模式 林雅玲 

H816 呂卉宜 海青工商 會計事務科 碳佐麻里商業模式 蘇秋羽 

H818 范婉寧 高雄高商 國際貿易科 觀光餐飲商業模式 何浩睿 

H820 陳思宇 高雄高商 商業經營科 「心」満意「足」，食在安心-満足飯包商業模式 陳佳麟、蘇倍均 

H826 黃建翰 樹德家商 烘焙食品科 卡啡那商業模式 林佩瑋 

H834 張畯為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築間幸福鍋物商業模式 劉靜樺 

H842 黃家瑀 立志中學 資料處理科 雄獅旅遊商業模式 孫誌成、陳明晃 

H859 林靜芝 高雄高商 會計事務科 找一個角落，飲一杯回憶-驢子實驗室商業模式 葉淑玲 

 

  



[決賽注意事項] 

1. 決賽入圍名單於 2023 年 1 月 2 日(一)17:00 前公布於樹德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網站(網址: https://www.mm.stu.edu.tw/111bm/) 

2. 決賽入圍隊伍「參賽主題」、「組員」與「輔導老師」不得異動，但簡報內容(九宮格)可以精進編修增加其豐富性與完整性。   

3. 決賽入圍隊伍請於 2023 年 1 月 22 日(日) 24:00 前上傳作品簡報影片(影片長度不得超過5 分鐘為原則 超過時間評審將酌予扣分)至 

youtube 平台 並將競賽作品 youtube 連結網址複製到決賽報名系統網站 (網址: 網址: https://reurl.cc/ERRkj0) 完成報名，進行決賽，逾時繳

交視同棄權。 

4. 決賽由主辦單位聘請產學者擔任評審委員進行決賽評選(簡報技巧與團隊合作表現 30%、商業模式完整性 50%、商業模式未來發展性

20%)，評選結果預計於 2023 年 2 月 13 日(一)17:00 前公告於行銷管理系網站(網址: https://www.mm.stu.edu.tw/111bm/) 並於 2023 年 2 月 28

日(二)前寄發競賽獎狀。 

5. 去年前三名作品參考連結: 

 組別名次  學校 決賽競賽主題 影片連結網址 

一般組第一名 復華中學 夢想衣櫥 DIOR https://youtu.be/oJx5UyT8SVI  

第二名 興華高中 MOMO Paradise 壽喜燒鍋物專賣店之商業模式 https://youtu.be/WFppIjFut4I  

第三名 興華高中 樹巢（Tree Nest)蔬食餐車之商業模式 https://youtu.be/89bV70xycXU  

創新組第一名 興華高中 「薯於你的味道」之商業模式 https://youtu.be/8rcMPecRvdo  

第二名 興華高中 神機妙蒜 https://youtu.be/CWlXirvJASY  

第三名 楠梓高中 HWS 創業商業模式 https://youtu.be/xaUE83TRZcY  

 

6. 比賽相關聲明:本競賽主辦單位具有最終比賽辦法解釋權與比賽投稿完成視同比賽資料與作品願意提供主辦單位傳播使用權 參賽者投稿作

品必須符合著作權規範與法律權責。(Ex:參加競賽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

勵。參加競賽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競賽聯絡方式: 

樹德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聯絡人:黃慶源 老師 電話：07-6158000 轉 6302  E-mail：chiyuan@stu.edu.tw 

學校住址: 824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行銷管理系 

https://www.mm.stu.edu.tw/111bm/
https://reurl.cc/ERRkj0
https://www.mm.stu.edu.tw/111bm/
https://youtu.be/oJx5UyT8SVI
https://youtu.be/WFppIjFut4I
https://youtu.be/89bV70xycXU
https://youtu.be/8rcMPecRvdo
https://youtu.be/CWlXirvJASY
https://youtu.be/xaUE83TRZcY
mailto:chiyuan@s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