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臺灣高中職專題暨小論文競賽_決賽成績

名次 題目 學校 指導老師 學生

第一名 五子棋具之研究與改良 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王豐文、吳其昌 林則佑、李浩維、莊和謙

第二名 高雄好行!C-bike滿意度之研究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南省、黃靖容 陳貞君、游筑鈞、甘惠文、林千雯、黃薏珊

第三名 衣架的創新 臺北市立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李威霆 余日靖、陳柏甫、陳鋐洋

第四名 應用重要度-績效度分析3C通路服務品質— 以知名3C連鎖通路為例 台南市私立光華女中 吳南南 葉儀君、廖婉如、蕭郁瀞、蘇莉芸

第五名 以傳統銑床工法製作3C產品機殼 台北市立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揚弘意 李育瑄、陳銘鼎、林傳嘉

特優簡報製作獎 「跑得快」自製船模傳奇 國立北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鄧富源、林隆翊 蘇建維、林明勳、張家齊、陳威誌、許家輔

特優簡報製作獎 皂意。皂藝 臺北市私立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吳美慧 吳媚秦、吳佩真、張雅筑、許雅婷、林子筠

特優簡報內容獎 防碰撞裝置 國立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錢淑英、鄭德善 陳俊達、周玟聖、王易庭

特優簡報內容獎 多功能收球機 台北市立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林進宏 丁凱庭、郭宇宸、嚴及裕

特優簡報內容獎 小螺絲　大學問 傳統產業的藍海策略－以晉禾為例 臺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張麗娟 劉威廷、林湘芸、羅常祐、凃家銘、林子軒

特優簡報技巧獎 安全二輪車 高雄市私立立志中學 鄭永成、吳峻瑋 李孟勳、陳國基、劉聖智

特優簡報技巧獎 表面粗糙度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煜昇、吳浩生 郭佇宇、林孟融、楊朝丞、吳笠維、陳允笙

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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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題目 學校 指導老師 學生

第一名 遇見愛河之現況滿意度調查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南省、張文欣 周慧敏、王玉婷、嚴艾樺、張開祖、徐筱淳

第二名 落「花水」面皆文章-蒸餾玫瑰純露之研究 國立台南家齊女子高級中學 林玟珠 陳妍伶、邱琳茹、周庭伊

第三名 依「賴」成癮-通訊軟體LINE成功原因之探討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郭有卿 林婉茹、丁姿尹、黃琦雅、張亦嫺、林佳瑩

第四名 The Effects of Tattoo on Looking for a Job in Taiwan 國立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余淑鈴、林麗寬 葉思妤、唐嘉妤、蔡甄貽、王乙宸

第五名 后豐自行車車道遊客滿意度調查 彰化縣私立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林効賢 陳芷柔、陳怡君、陳芓媃、張筱婕、唐珮珊

特優簡報製作獎 藉由顧客購買內衣之動機探討內衣創業之可行性──以青少女為例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美妙 梁馥、陳冠婷、邱佳鈴、劉雪臻、蔡宜君

特優簡報製作獎 舞動人生 臺北市私立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吳美慧 梁瑄庭、郭冠廷、沈羿辰、林紫恬、蔡杰修

特優簡報內容獎 學齡前幼兒與祖父母互動學習態度之研究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王育英 何思嫺、張諭嘉、蘇郁芸

特優簡報內容獎 澎湖地區電信業者消費者滿意度調查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胡佩君 翁聖鈞、陳怡婷、陳玟璇、洪祺、蕭伊辰

特優簡報內容獎 Enjoy your LINE – “LINE＂和“WeChat＂使用者滿意度之比較 高雄市立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楊雅惠 楊蕙萍、周珮吟

特優簡報技巧獎 「慶」出好滋味─探討慶豐牛排館的行銷策略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鄭惠如 鄭子芃、蔡承婷、李佳諭

特優簡報技巧獎 台北市會議及周邊景點滿意度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劉天策 邱于庭、劉湘羚、莊諭樺

特優簡報技巧獎 山好水好台灣米?－淺談混米的背景因素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蕭昭娟 王澤承、吳柏漢、邱思涵

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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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題目 學校 指導老師 學生

第一名 上課也能看漫畫-融入中餐丙檢之創意發想 國立台南家齊女子高級中學 林玟珠 許紀維、許晴雯、陳美靜

第二名 探究高雄市旗津古蹟之觀光效益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李珮如 王書恩 吳姃恩 徐宇萱 

第三名 依據綠色觀光之原則針對宜蘭地區行程設計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黃雅麗 林語祐、張淑貞、黃玉華、黃怡穎、謝亞珊

第四名 No-Meat Day 國立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余淑鈴、林瑞真 胡芳羽、鄭宇呈、郭毓軒、李芳齡

第五名 蔬果布丁，健康不「輸」 臺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陳泰山、陳美吟 蔡瓊怡、徐翌軒、楊宛叡、黃柏越

特優簡報製作獎 不同製粉廠麵粉對法國麵包影響之研究 臺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陳榮珠、蘇梅春 李奕賢、洪霈樺、張雅筑

特優簡報製作獎 高雄國際旅展遊客之滿意度之調查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劉天策 楊芷晴、徐千雅、陳衍州、林亭瑄

特優簡報製作獎 「韓」流來襲，讓妳一秒變身韓劇女主角！ 彰化縣國立北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王如儀 張貴婷、王怡雯、林晏伶

特優簡報內容獎 一般遊客對文化觀光節慶活動之旅遊動機與重遊意願--以菁寮社區為例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廖家增 吳宜芳、施韻鈴、林佐勵、王郁硯、洪妙芬

特優簡報內容獎 Exploring the Affix Knowledge of EFL Students in Taiwan 臺中市私立葳格高級中學 姜品如 朱芳誼、李欣儒、趙映綺、施宜萱

特優簡報技巧獎 遊客對鳳山海軍明德訓練班的觀光動機與認知程度 高雄市私立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馬惠雯 陶可人、吳佩琳、陳孟琳

特優簡報技巧獎 「豐」出好味道─鼎泰豐行銷策略之探討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鄭惠如 楊雅婷 、林雯儀、黃意婷

C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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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題目 學校 指導老師 學生

第一名 四軸飛行器組裝與操作技術探討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林維寬 許子璇、曾冠儒、林建凱、陳重景、張涵穎

第二名 拯救公主大冒險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邱俊銘 黃盈蓁、黃渼津、何旻靜、吳彥甫

第三名 氣吹式攪拌茶具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王明德 王柏欽、李威辰、張晉維

第四名 智慧型人機圖控立體停車場 臺北市立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敏吉、嚴政忠 胡日昇、林子皓、劉哲麟

第五名 「童」孔中的異想世界－安徒生Ｖ.S格林童話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珮倫 洪欣怡、林怡紋、張簡伊晴

特優簡報製作獎 電腦輔助撞球高手 國立南投高級中學 許崇慶 蔡宇奇、蔡旻伶

特優簡報製作獎 「機」鬥－探討光陽機車與三陽機車的消費市場之分析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鄭惠如 李英魄、余佩炘、洪辰諭

特優簡報製作獎 蒸的「布」簡單－溫度對蒸布丁凝固的影響與研發新口味焦糖 國立嘉義家事職業學校 陳秋萍 袁敏綾、莊曼琪、郭育蕓、王茜琳、江沛欣

特優簡報內容獎 形狀判別與運輸 國立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楊上緯、游杰霖 吳正宇、黃國仁、陳學寬、黃韵惟

特優簡報內容獎 看見蛻變-扭轉困境 轉出「巾」彩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洪淑麗 陳家銘、巫晏嘉、湯佩茹

特優簡報技巧獎 研究台劇與韓劇的差異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美妙 張秀麗、吳其諭、鍾佳真、蔡佩吟、黃鞠涵

特優簡報技巧獎 邏輯中的組合 - 循序邏輯與組合邏輯的探討 國立北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陳金樹、葉智凱 林冠宇、林佑翰、王承宇、吳建勳、吳愷倫

特優簡報技巧獎 探討NEUROD4在腦瘤之表現與生物意義 國立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胡裕仁 林鉦諺、伍亭竹

D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