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初賽成績公告 

說明： 

1. 初賽成績共分五等第，分別為：特優、優等、甲等、佳作、入選。 

2. 初賽成績【特優】之論文將參加 103 年 5 月 10 日在遠東科技大學舉行之決賽，並於決賽中

進行簡報。獎金以當日簡報表現之優秀隊伍，從優擇發。 

3. 初賽獎狀與參賽證明將於二月底寄出。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主動感光閃爍自行車安全帽燈 二信高中 特優 

探討學齡前幼兒家長選擇幼兒園之相關因素 三民家商 特優 

多功能收球機 大安高工 特優 

衣架的創新 大安高工 特優 

扶手及坐墊之改良輪椅 大安高工 特優 

新式螺絲起子 大安高工 特優 

山好水好台灣米?－淺談混米的背景因素 大里高中 特優 

高中職學生對網路購物之探討 大德工商 特優 

可再生能源對未來的影響 中山工商 特優 

海外旅遊的動機—以中山工商老師為例 中山工商 特優 

探討便利商店廣告代言人是否影響青少年購買意願 中山工商 特優 

遊客對鳳山海軍明德訓練班的觀光動機與認知程度 中山工商 特優 

翻聲悅影--探討聲音與影像對人的記憶力影響 中山工商 特優 

探討 NEUROD4 在腦瘤之表現與生物意義 中科實中 特優 

頂級的享受如王室一般----鼎王麻辣鍋 中壢家商 特優 

鐵路大車拼－以台鐵中壢站與高鐵桃園站為例 中壢家商 特優 

防碰撞裝置 內埔農工 特優 

以傳統銑床工法製作 3C 產品機殼 木柵高工 特優 

智慧型人機圖控立體停車場 木柵高工 特優 

「韓」流來襲，讓妳一秒變身韓劇女主角！ 北斗家商 特優 

寵物 ”服”刑 北斗家商 特優 

邏輯中的組合 - 循序邏輯與組合邏輯的探討 北門農工 特優 

「跑得快」自製船模傳奇 北港農工 特優 

智慧型電源自動管控裝置 北港農工 特優 

光纖泡膜張力測定儀的設計 台中一中 特優 

綠色經濟的覺知、態度及實施可行性之研究-以台中大坑風景區為

例 
台中二中 特優 

生命.交會.重生-崇仁文教基金會 台中家商 特優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尋尋覓覓 Big 坑 台中家商 特優 

雞破迷思，蛋索奧秘 台中高農 特優 

7-ELEVEN 與全家便利商店的滿意度調查 台東高商 特優 

表面粗糙度 台南高工 特優 

感應式 LED 緊急照明燈原理及應用之探討 巨人高中 特優 

五子棋具之研究與改良 民雄農工 特優 

大眾對同性戀的看法與接受度 永平工商 特優 

預壓在機械上的應用 永靖高工 特優 

形狀判別與運輸 玉井工商 特優 

安全二輪車 立志中學 特優 

高中生對 APP 之使用偏好研究─以光華高中為例 光華高中 特優 

與幼兒一起創作兒歌 光華高中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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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高中 特優 

山海傳如何創造商機 私立大同高中 特優 

皂意。皂藝 育達高職 特優 

舞動人生 育達高職 特優 

踏破鐵鞋「無覓處」，嚐玩宜蘭每一處。 宜蘭高商 特優 

低溫引擎構想設計與分析製作 岡山農工 特優 

薄荷來〝呷 麥方（ㄆㄤˋ）〞 明台高中 特優 

「處處皆用心，如同父母心」─探討吉的堡台中大慶分校成功關鍵

與顧客滿意度研究 
明道中學 特優 

小螺絲 大學問 傳統產業的藍海策略－以晉禾為例 明道中學 特優 

不同製粉廠麵粉對法國麵包影響之研究 明道中學 特優 

創新巧克力口味之研究-以明道中學饋贈之伴手禮為 例 明道中學 特優 

蔬果布丁，健康不「輸」 明道中學 特優 

卡通對幼兒的影響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特優 

不同電解液應用於化學 E-car 之研究 東勢高工 特優 

總磷之比色定量 花蓮高工 特優 

汽機車排氣管發光 虎尾農工 特優 

蕾黛絲，來勢”胸胸” 長榮中學 特優 

魔髮變變變 長榮中學 特優 

電腦輔助撞球高手 南投高中 特優 

導入 RFID 技術於圖書館服務成效與滿意度之研究 南強工商 特優 

自製環保清潔劑 屏東高工 特優 

不敗的餐飲品牌─陶板屋(苗栗中山店)之個案研究 建台中學 特優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四軸飛行器組裝與操作技術探討 恆春工商 特優 

Exotic Marriages-When “I love you” Encounters “我愛你” 苗栗高商 特優 

不可不知的黃金食材~調酒配方公式之研究 家齊女中 特優 

創意新教學，漫畫在食譜上的應用－以中餐丙檢為例 家齊女中 特優 

落「花水」面皆文章-蒸餾玫瑰純露之研究 家齊女中 特優 

「清」涼一夏，解解「玉」火焚身的 body －探討清玉冷飲店之消

費者行為 
振聲中學 特優 

機不可失－探討手機成癮及對健康的影響 振聲中學 特優 

Enjoy your LINE – “LINE”和“WeChat”使用者滿意度之比較 海青工商 特優 

澎湖地區電信業者消費者滿意度調查 馬公高中 特優 

車禍逃走追回器 高英工商 特優 

循環式居家安全光亮系統 高英工商 特優 

太陽能快速炊煮加熱器 高雄高工 特優 

參數式電腦繪圖軟體於桁架之應用 高雄高工 特優 

戀愛 ing 崑山中學 特優 

太陽能模型車 曾文農工 特優 

廢食用油藉由固體超酸製備生質柴油 曾文農工 特優 

消費者對網路購物偏好與滿意度之研究─以高中生為例 陽明工商 特優 

探討社會對體感科技的需求感與依賴性 陽明工商 特優 

愛美不再是女人的專利－男性消費者對化妝品和保養品購買行為 陽明工商 特優 

網路購物與實體購物－以台南地區為例 陽明工商 特優 

遙控步行機器人 新民高中 特優 

LED 應用俄羅斯方塊之研究 新營高工 特優 

氣吹式攪拌茶具 新營高工 特優 

自製黏著劑─白膠與硼砂水溶液實驗探討 瑞芳高工 特優 

Exploring the Affix Knowledge of EFL Students in Taiwan 葳格中學 特優 

后豐自行車車道遊客滿意度調查 達德商工 特優 

蒸的「布」簡單－溫度對蒸布丁凝固的影響與研發新口味焦糖 嘉義家職 特優 

拯救公主大冒險 嘉義高商 特優 

「慶」出好滋味─探討慶豐牛排館的行銷策略 彰化高商 特優 

「機」鬥－探討光陽機車與三陽機車的消費市場之分析 彰化高商 特優 

「豐」出好味道─鼎泰豐行銷策略之探討 彰化高商 特優 

再「LINE」一下 - 以彰化地區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彰化高商 特優 

看見蛻變-扭轉困境 轉出「巾」彩 彰化高商 特優 

觀光工廠的體驗行銷與文化傳承之探討—以埔里廣興紙寮為例 暨大附中 特優 

「童」孔中的異想世界－安徒生Ｖ.S 格林童話 鳳山商工 特優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研究台劇與韓劇的差異 鳳山商工 特優 

飛吧!2013!澄清湖熱氣球嘉年華之探討 鳳山商工 特優 

高雄好行!C-bike 滿意度之研究 鳳山商工 特優 

探討中西合併之南部特有種-丹丹漢堡的經營策略與地位 鳳山商工 特優 

探討金石堂實體書店與網路書店受歡迎程度之比較 鳳山商工 特優 

遇見愛河之現況滿意度調查 鳳山商工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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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山商工 特優 

天主教聖若望修會對台南青少年宗教信仰的影響 德光中學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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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德家商 特優 

台北市會議及周邊景點滿意度 樹德家商 特優 

依「賴」成癮-通訊軟體 LINE 成功原因之探討 樹德家商 特優 

依據綠色觀光之原則針對宜蘭地區行程設計 樹德家商 特優 

客家青少年不會講母語之探討－以高雄美濃國中為例 樹德家商 特優 

高雄旅客對台灣北部區域運動觀光遊程設計及吸引力調查 樹德家商 特優 

高雄國際旅展遊客之滿意度之調查 樹德家商 特優 

探究高雄市旗津古蹟之觀光效益 樹德家商 特優 

學齡前幼兒與祖父母互動學習態度之研究 樹德家商 特優 

補教文化的探討 嶺東中學 特優 

No-Meat Day 豐原高商 特優 

The Effects of Tattoo on Looking for a Job in Taiwan 豐原高商 特優 

地瓜麵疙瘩蹦出新火花-預防老人阿茲海默症之研究 三民家商 優等 

家長參與班親會之現況調查研究─ 以高雄市立三民家商幼保科為

例 
三民家商 優等 

家長選購學步車之調查研究 三民家商 優等 

造型餐具對幼兒偏食行為改善之研究 三民家商 優等 

『建』達出奇地～來去『中都濕地』 三信家商 優等 

『疾』刻救援－搶救『紅眼症』 三信家商 優等 

『紙』-要不『糊』思亂想 三信家商 優等 

文化紙藝，百無禁忌－糊紙厝 三信家商 優等 

永恆的藝術–不敗的傳統『紙紮』 三信家商 優等 

同不，同志 三信家商 優等 

走出校園關懷環境 三信家商 優等 

手動脫水機 大安高工 優等 

手機殼防滑、防摔測試 大安高工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自動傘改良 大安高工 優等 

汽車擋雨棚-改良與製作 大安高工 優等 

烤箱研究之改良 大安高工 優等 

高跟平底兩用鞋 大安高工 優等 

智慧型產品皮套殼耐磨性測試 大安高工 優等 

寵物鼠自動餵食器 大安高工 優等 

【聲客】動人－以私立大成高中客家血統學生為研究對象 大成高中 優等 

「吳」社 ─莎士比亞烘焙坊 v.s 吳寶春麥方店 大德工商 優等 

探討雲林在地農業特產創意造型以林內鄉木瓜為例 大德工商 優等 

智慧手機 Samsung、Sony 與 HTC 之探討 大德工商 優等 

搖滾樂浪潮推演之探討 大德工商 優等 

線上遊戲的探討 大德工商 優等 

誰深受你我愛－85 度 c 和星巴克的比較. 大德工商 優等 

《孽子》來看同性戀觀 中山工商 優等 

「米」老鼠愛吃「漢堡」 中山工商 優等 

HOT! 旗山老街新風貌 中山工商 優等 

LED 的原理與應用 中山工商 優等 

YAHOO 關鍵字廣告與傳統廣告對消費者的差異 中山工商 優等 

台法馬卡龍大對決 中山工商 優等 

全球暖化 中山工商 優等 

克理姆早餐店的市場調查分析 中山工商 優等 

每朝健康─高中生對早餐的習慣調查 中山工商 優等 

品嚐廚師的美味人生 中山工商 優等 

啡向宇宙，浩瀚無垠-老爸休閒農場探討 中山工商 優等 

從遣唐史來看唐朝與日本文化的異同 中山工商 優等 

探討遊客到高雄美濃之遊玩動機與對美濃客家文化之認知程度 中山工商 優等 

甜在嘴裡，愛在心裡之火星糖各案研究 中山工商 優等 

智慧型手機的發展與影響 中山工商 優等 

傳承百年功夫的好口味，經營在地正港的古早味─鳳山尤家赤山粿

之個案研究 
中山工商 優等 

腸香廝守 中山工商 優等 

葡要浪費 中山工商 優等 

聞「茄」色變，燒香四溢 中山工商 優等 

獨居老人照護探討─以高雄市大寮區華山基金會服務之獨居老人

為對象為例 
中山工商 優等 

糖舌蜜口-遊客對橋頭糖廠遊玩的回流意願之調查 中山工商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蕉織出新美味 中山工商 優等 

殯葬服務之禮儀師的探討 中山工商 優等 

雙麵人之巧奪義麵 中山工商 優等 

騎動高雄＿最友善的單車城市 中山工商 優等 

觀光客帶來的經濟效應 中山工商 優等 

天線組態與無線網路效能探討-以校園 WIFI 網路建置為例 中科實中 優等 

水中的殺手─梨形鞭毛蟲 中科實中 優等 

由流感病毒基因序列的親疏探討疫苗流感設計 中科實中 優等 

染敏電池─探討電池單位面積與電流變化量的相關性 中科實中 優等 

重金屬廢水淨化處理系統之新發展 中科實中 優等 

濁眼橋墩——高濁度水對柱體侵蝕量測定實驗 中科實中 優等 

「幾分」用心，「甜」進你心－幾分甜 中壢家商 優等 

You A.S.O Beautifui──阿瘦皮鞋之品牌形象與顧客忠誠度 中壢家商 優等 

多吃素食愛地球 - 舒果 中壢家商 優等 

高中職女生網路成癮 中壢家商 優等 

飽餐一頓-摩斯漢堡 中壢家商 優等 

鼎泰豐之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中壢家商 優等 

書客的第二個”家”，誠品書店的多元化經營、商店氣氛與顧客知

覺研究 
中壢高商 優等 

腳踏車支架 內埔農工 優等 

A Talent Show-Nobody to Somebody 斗六家商 優等 

Apps-Abundant Practical Programs-Aid or Ail 斗六家商 優等 

Here Comes a Hurricane － Powerful Influence of K-pop 斗六家商 優等 

小型鳥類自動清理機構-有始有終 木柵高工 優等 

創意手機架 木柵高工 優等 

創意鑄造設計-金屬骰子 1 木柵高工 優等 

各色指甲油對年輕人穿搭影響 北斗家商 優等 

有機「香茅」香不香－精油萃取 北港農工 優等 

有機「高粱環保掃把」製作 北港農工 優等 

我家種的菜長得快-LED 植物燈種菜與 LED 植物燈設計 北港農工 優等 

船模-柏特力 北港農工 優等 

超級 101 模型大樓 北港農工 優等 

「Shoes」Shoot 的一聲—進擊的手工鞋 台中家商 優等 

APP INVENTOR─簡單的 APP 製作程式 台中家商 優等 

M 型社會不景氣‧吃出省錢新經濟－夜市銅板美食 台中家商 優等 

失誤的上帝之手─亞斯伯格症候群 台中家商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幸福特快車 台中家商 優等 

阿爸玲瓏逛夜市 台中高工 優等 

姻緣線 台中高工 優等 

動物森林 台中高農 優等 

豬寶今世 台中高農 優等 

內心深處的惡魔──探討人為何要潑硫酸 台南女中 優等 

我要成為海賊王！──《海賊王》吸引青少年的因素 台南女中 優等 

探討 - 攜帶行動式手機充電器 台南海事 優等 

氣體流經翼形的壓力研究 台南高工 優等 

懸臂樑壓電式發電系統 台南高工 優等 

「牛」連忘返好味道-學生對光泉牛奶、牛奶營養成分及牛奶對人

體影響認知之探討 
巨人高中 優等 

高中生飲用含糖飲料行為及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優等 

麥當勞油炸食品對青少年身體影響認知之探討 巨人高中 優等 

新陳代謝症候群認知之探討—以巨人高中學生為例 巨人高中 優等 

鍾 eye 一生-如何正確使用隱形眼鏡之探討 巨人高中 優等 

讓黑永遠沉睡，皮膚白皙不是夢 巨人高中 優等 

測速雷達之都卜勒原理應用 弘文中學 優等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苦瓜的奧秘 永平工商 優等 

油膩膩-大改「皂」 永平工商 優等 

勇往「紙」前「瓶」凡相依-環保教具設計 永平工商 優等 

城鄉辦桌文化差異之探討 永平工商 優等 

探討嬰幼兒家長購買搖籃床功能和品質調查 永平工商 優等 

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的特色差異及消費心理 永平工商 優等 

鼎泰豐經營策略與顧客消費行為滿意度 永平工商 優等 

嬰幼兒推車一起「購」 永平工商 優等 

高職生對同性戀的認知與認同感之現況調查 永靖高工 優等 

高職生對宗教信仰認知與宗教認同感之現況調查研究 永靖高工 優等 

高職學生對兩性刻板印象與性別平等認同之現況探討 永靖高工 優等 

高職學生對於西式速食的飲食情況與速食影響之相關研究 永靖高工 優等 

小論文-興仁夜市 永豐高中 優等 

往復式洗車模擬系統圖控 玉井工商 優等 

單晶片數位電子鐘 玉井工商 優等 

顏色判別與姿勢調整 玉井工商 優等 

Car car 的動之凍之 立志中學 優等 

太陽能涼爽安全帽 立志中學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生活必"需"品－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立志中學 優等 

借風使『力』散熱器 立志中學 優等 

適用於 TI-RFID 標籤天線之設計 立志中學 優等 

憑空生電綠建築 立志中學 優等 

轉啊轉啊七彩霓虹燈 立志中學 優等 

雙溫枕 立志中學 優等 

「時」況報導 光華高中 優等 

「烏克」光華風˙美「麗 2」樂章篇 光華高中 優等 

五指創造樹的美 光華高中 優等 

排灣族刺繡圖紋應用於服飾之創作研究─藝術包釦 光華高中 優等 

淺談李安與國片振興 光華高中 優等 

淺談青少年的煩惱─壓力 光華高中 優等 

歡樂！美味？ I’m lovin’ it! 光華高中 優等 

以社會行銷導向看麥當勞的成功關鍵 竹山高中 優等 

青少年對金錢的價值觀 竹山高中 優等 

社交網路服務－全球社群網”戰”開打啦！ 竹北高中 優等 

PG 美人網-顧客滿意度調查與行銷手法研究 竹林高中 優等 

自動化室內空調系統 西螺農工 優等 

網路淘金術與網路消費行為 君毅中學 優等 

硫酸與鹽酸神奇的奧秘 沙鹿高工 優等 

OS X 與 Windows 作業系統大車拼 私立大同高中 優等 

台灣電信業者財務總體檢─以中華、台灣大哥大、遠傳為例 私立大同高中 優等 

營養食品行銷策略-以桂格燕麥為例 私立大同高中 優等 

拯救靈魂之窗─嬌生隱形眼鏡公司的經營策略 育達高職 優等 

探討神秘的史前寶藏──以十三行文化為例 育達高職 優等 

袋袋相傳 育達高職 優等 

傳統與現今的客製化結合─客家花布 育達高職 優等 

蜂情萬種－生態三芝 育達高職 優等 

蔬果神雕視覺饗宴 育達高職 優等 

踏入刻印的旅程 育達高職 優等 

繪本在學習上的幫助 育達高職 優等 

水「酪」實出-探討粉狀奶類製成酪蛋白之性質及應用 和美實驗學校 優等 

淺談大湖踏青樂悠遊之設計 宜蘭高商 優等 

古蹟修繕手法之探討-以英國領事館官邸與水產試驗場為例 岡山農工 優等 

建築構造之抗震省思 岡山農工 優等 

「有泥真好」 明道中學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醫」生都「美」麗 明道中學 優等 

Welcome to our 嗅：「創意臭豆腐酥」 明道中學 優等 

不同消費者性格對誠實商店消費行為之探討-以台中楓樹里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牛軋糖三重奏 明道中學 優等 

台灣傳統民俗技藝的發展及消費滿意度之研究-以九天民俗技藝團

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企業形象從廣告開始 明道中學 優等 

成功的基因密碼-皮指紋檢測 明道中學 優等 

尬你呷咖哩 明道中學 優等 

改良式蘋果派 明道中學 優等 

品牌形象對消費者之購買意願之探討-以?風小舖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消費者對巧克力消費滿意度與再購意願之研究-以 18 度 C 巧克力工

坊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高鐵商圈的行銷與滿意度之探討─以烏日高鐵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創意香料飯糰 明道中學 優等 

創意馬卡龍ˊ之探討 明道中學 優等 

創意麵包之研究-以焦糖香蕉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創新馬卡龍之研究 明道中學 優等 

跑出色彩人生.以 The The Color Run 節慶活動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遊憩滿意度與遊客重遊意願之研究---以台中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電視廣告對青少年消費意願之影響-以機能性飲料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養生銅鑼燒之研究-以明道中學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頭腦清晰，精神百倍，生活的必需品─以百靈油、綠油精為例 明道中學 優等 

薪水倒退嚕 明道中學 優等 

小胃口大祕笈-嬰幼兒副食品 明德高中 優等 

幼兒的隱形殺手-腸病毒 明德高中 優等 

幼兒情緒之探討 明德高中 優等 

我的慢飛天使 明德高中 優等 

家長選擇奶粉考量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優等 

化學動力車 東勢高工 優等 

升降機構之比較 東勢高工 優等 

拉霸機 東勢高工 優等 

『藕』『薈』改善粉圓老化 松山工農 優等 

稻稈中之木糖與纖維素 花蓮高工 優等 

AZAR 專題研究報告 虎尾農工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吸管碗 虎尾農工 優等 

環保手機與消費者認知 長榮女中 優等 

LED 閃爍星座 長榮中學 優等 

台灣青少年對三星手機的看法及滿意度 長榮中學 優等 

幸福酵母-天使貝可麵包專賣店 長榮中學 優等 

穿出平價實上 STYLE 長榮中學 優等 

家將文化傳奇 長榮中學 優等 

探討台南虱目魚特色商家以王氏魚皮為例 長榮中學 優等 

黃金比例-清玉消費者滿意度之調查 南英商工 優等 

南來北往客沓來-南北樓中餐廳 屏榮高中 優等 

客家六堆文化-後堆內埔 屏榮高中 優等 

網路「GO」物零距離 屏榮高中 優等 

一同遊「客」去─銅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經營策略與消費行為

之研究 
建台中學 優等 

一直依 LINE 你—全球通訊軟體經營策略及消費行為之研究 建台中學 優等 

台灣藥妝店一決高下－以屈臣氏與康是美為例 建台中學 優等 

好事多磨 建台中學 優等 

舞髮舞天-曼都連鎖美髮店經營策略、消費者行為及滿意度之探討 建台中學 優等 

讓人_衣_往情深的 UNIQLO_實體商店消費行為之研究 建台中學 優等 

多功能變化聲控小夜燈時鐘 恆春工商 優等 

Best Friends or Big Problems－Dogs’ Survival or Not 苗栗高商 優等 

Invincible Magnet, Soap Operas 苗栗高商 優等 

Mysterious Yellow Alien - Gigantic Rubber DuckRubber Duck 苗栗高商 優等 

Professional comments- Commentators toward young people 苗栗高商 優等 

Smartphone Makes Us Smart? 苗栗高商 優等 

We Can Touch on LINE 苗栗高商 優等 

What is Happiness- the Identification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苗栗高商 優等 

台灣地區知名臉部保養品品牌偏好之研究 苗栗高商 優等 

不足的水分就由瓦特(H2O)和肥菊特波(Vegetable)來補足-水和蔬果

之探討 
家齊女中 優等 

不為人知的蜜辛-以台南蜜餞為例 家齊女中 優等 

平價的繽紛貴族 家齊女中 優等 

百年老店家族傳承及創新經營模式之探究－以大同醬油公司為例 家齊女中 優等 

豆腐外遇了-豆腐與蔬菜之結合 家齊女中 優等 

傑克與毛豆之毛豆的探討與運用 家齊女中 優等 

餐具材質影響食物風味-以湯匙為例 家齊女中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錢途」觀光，醫療不再一意孤行-分析台灣觀光醫療所創造的經

濟效益與影響 
振聲中學 優等 

是時候了，該投保了！─國民年金即將破產，保險業者「嗅」到新

的商機 
振聲中學 優等 

消失的同伴 振聲中學 優等 

層層堆疊的創意-丹麥樂高公司之行銷探討 振聲中學 優等 

停車小幫手 高英工商 優等 

動窗觸花(熄滅) 高英工商 優等 

超音波測距機 高英工商 優等 

衛浴精靈 高英工商 優等 

神鉤快手 高雄高工 優等 

多樣化避風港_室內設計 國際商工 優等 

Always open 7-ELEVEn 景文高中 優等 

不為人知的麥可傑克森 景文高中 優等 

高中生對電子書與實體書的偏好 景文高中 優等 

網際網路對高中生的課業影響 景文高中 優等 

葡萄尬饅頭 蹦出新口味 曾文家商 優等 

雞發創意 曾文家商 優等 

孟璋 019021 太陽能車 曾文農工 優等 

捨棄式車刀架研究 曾文農工 優等 

小美眉與輕熟女─不同年齡層女性對內衣的選購偏好與品牌忠誠

度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青少年對動漫的涉入與周邊商品購買意願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便利商店之行銷策略對消費者購買行為影響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消費者對球鞋品牌的偏好與購買動機之滿意度調查─以高中生為

例 
陽明工商 優等 

消費者對購買洗髮乳的忠誠度與品牌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消費者對購買隱形眼鏡的動機與品牌忠誠度之探討－以高中生為

例 
陽明工商 優等 

探討不同行銷模式對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影響-以 7-ELEVEN 為例 陽明工商 優等 

現今家庭對旅遊需求之研究 陽明工商 優等 

遊客對農場之需求探討－以南元花園休閒農場為例 陽明工商 優等 

網路購物平台對消費者購買行為影響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網路購物平台與實體商店消費型態差異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網路購物消費行為之探討－以少女服飾為例 陽明工商 優等 

網路購物消費習性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網路購物對於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之探討 陽明工商 優等 

「新觸控，新享受」─手機螢幕技術淺論 慈幼工商 優等 

網友對 Rang Comic 的使用與探討(2014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

賽-慈幼工商) 
慈幼工商 優等 

RPG 遊戲製作─國、高中知識牛刀小試 新民高中 優等 

熊厲害-Naked 新民高中 優等 

挑動心弦──弦長、圖心與新的圖形辨識 新竹女中 優等 

IBEAT 新營高工 優等 

印出檯燈新生命 新營高工 優等 

矽膠 POLY 藝術字 新營高工 優等 

廚房三寶 新營高工 優等 

同性婚姻 瑞芳高工 優等 

磁性黏土製作 瑞芳高工 優等 

螞蟻的「體味」？ 瑞芳高工 優等 

豆紮誕糕 嘉義家職 優等 

粿「染」不一樣─菜頭粿糊化的關鍵因素及天然色素保留的辦法 嘉義家職 優等 

蕉檸(您)除油 嘉義家職 優等 

Big Target 嘉義高商 優等 

我的夢想不是夢 嘉義高商 優等 

超級任務（Super Task） 嘉義高商 優等 

「投」其所好－中華職棒的行銷策略對消費者之影響—以中彰地區

為例 
彰化高商 優等 

「貼圖」LINE 著你 彰化高商 優等 

「與茶共舞，品味春水」－台中春水堂 彰化高商 優等 

「鞋」奏曲─探討 NIKE 運動鞋的行銷策略與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分

析 
彰化高商 優等 

「隱」領風騷 — 探討消費者對隱形眼鏡的購買行為之分析 彰化高商 優等 

39 39 爸爸走－大創百貨平價行銷策略之研究 彰化高商 優等 

85 度 C-平價的奢華 彰化高商 優等 

I 發票 彰化高商 優等 

Nike V.S Adidas「鞋」星—以彰化地區消費者為例 彰化高商 優等 

女孩的貴婦夢-Dazzling Cafe 蜜糖吐司 彰化高商 優等 

吃在嘴裡，甜在心裡－Mister Donut 的消費行為之探討 彰化高商 優等 

品質就是生命-美食村蛋糕 彰化高商 優等 

記憶中的樂「糕」－蓁古早味現烤蛋糕 彰化高商 優等 

雄一定愛美人？「他」也可以愛「他」 彰化高商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傳統的新滋味-正福堂桃酥 彰化高商 優等 

讓你抬頭挺「胸」的魔力－曼黛瑪璉 彰化高商 優等 

祖先的智慧 – 鋼鐵熱處理(淬火) 彰師附工 優等 

主題樂園遊客滿意度之研究—以九族文化村為例 暨大附中 優等 

桃米坑生態旅遊經營關鍵因素及遊客滿意度之探討 暨大附中 優等 

FUN 鬆品嚐小巷子裡的秘密-探討「康森史奈克ㄅ」的體驗行銷與

顧客滿意度 
鳳山商工 優等 

PP 崛起的義國風情 鳳山商工 優等 

Samsung 手機成功關鍵因素之探討 鳳山商工 優等 

大家一起「來」做「客」 鳳山商工 優等 

吃到飽！飲食消費模式之探討─以「松江庭」為例 鳳山商工 優等 

探討一根扁擔的傳奇-郭元益經營理念及成功關鍵因素 鳳山商工 優等 

探討消費者對瑞豐夜市之體驗經濟滿意程度 鳳山商工 優等 

貴婦食光-探討「SHADE 燒茶咖啡」之顧客滿意度 鳳山商工 優等 

黃色旋風襲捲高雄 鳳山商工 優等 

鑽石懸案－高雄金鑽夜市的體驗經濟、價值知覺及行為意向研究 鳳山商工 優等 

「動物也瘋狂」─台灣狂犬病流行特點與防治研究之探討 德光中學 優等 

Everybody 一起來,改裝機車不算 Why 德光中學 優等 

一起喊燒聲，台灣棒球 go 德光中學 優等 

大學生對於髮型時尚追求之研究 德光中學 優等 

台南市青少年對迪士尼男女主角之認同研究 德光中學 優等 

印象深「客」- 台灣人對客家文化觀感之探討 德光中學 優等 

當 Starbucks 遇見 City cafe 德光中學 優等 

翻滾吧小時代 德光中學 優等 

7-ELEVEN 的行銷策略 樹德家商 優等 

Partner 寵物餐廳視覺形象設計 樹德家商 優等 

大陸來台旅客對中部夜市文化觀光行程之旅遊動機與滿意度調查 樹德家商 優等 

大學生對東部原住民文化活動參與意願與參與動機調查-以高雄地

區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女性的秘密-私密處保健商品 樹德家商 優等 

以酪梨湯圓與蘋果製做湯圓口感差異之探討 樹德家商 優等 

台南舉辦會議觀光之周邊景點滿意度調查 樹德家商 優等 

失眠的危害及影響─以樹德家商學生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幼保科專業技能是否適用於失智失能老人之探討 樹德家商 優等 

研究高職生對流浪狗的人道關懷-以「樹德家商」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高職生對同性戀的想法及觀點 以樹德家商學生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探討 K-POP 對高職生的影響—以韓國音樂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紫米豆漿 樹德家商 優等 

遊王趣 樹德家商 優等 

觀光科學生對台南古蹟文化觀光行程設計之吸引力及參與意願調

查 -以樹德家商學生為例 
樹德家商 優等 

服裝材料之紙應用的延續發展 醒吾高中 優等 

The Comparison of Contact Lenses 豐原高商 優等 

The Percentage of Smart Phone Users & Traditional Phone Users 豐原高商 優等 

好吃又好玩，宜蘭員山魚丸米粉 DIY 活動設計-以楊彩卿為例 羅東高商 優等 

礁溪鄉德陽村居民對自然資源開發環境衝擊認知與願付價格之研

究 
羅東高商 優等 

機車，不來電 關山工商 優等 

天油不測風雲─寒天吸附油脂實驗 蘭陽女中 優等 

民眾對於我國現況下兒童性侵害防治滿意度之研析 蘭陽女中 優等 

折衷家庭婆媳家務分工之研析 ──家庭＝戰場？ 蘭陽女中 優等 

宜蘭縣中學生防震態度調查 蘭陽女中 優等 

金汙藏膠 蘭陽女中 優等 

家庭飲食好健「糠」—米糠應用於體重控制之探討 蘭陽女中 優等 

新住民家庭下中學生同儕關係 蘭陽女中 優等 

葡萄酒成功關鍵因素探討-以二林清驛泉酒莊為例 二林工商 甲等 

「包」羅萬象-虎咬豬大改造 三民家商 甲等 

青少年對高雄自行車步道的認知及滿意度 三民家商 甲等 

政府所推廣的 5歲幼兒免學費政策對提升就學率及生育率之探究─

以高雄市苓雅區為例 
三民家商 甲等 

家長對學前融合班之接受度調查 三民家商 甲等 

高雄市左營區公共設施對幼兒友善程度之探討-以樓梯為例 三民家商 甲等 

探討學齡前幼兒使用水果牙膏近況之現況調查 以高雄市為例 三民家商 甲等 

智慧型手機的購買因素及使用滿意度調查-以 I-Phone、HTC 及

Samsung 為例 
三民家商 甲等 

預防阿茲海默症-健康樂活 go 三民家商 甲等 

羅宋達人-方師傅 三信家商 甲等 

讓綠能動起來 三信家商 甲等 

手動升降式曬衣桿 大安高工 甲等 

流動式寵物飲水機 大安高工 甲等 

馬桶式軌道消毒器 大安高工 甲等 

腳踏開啟置物櫃 大安高工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電腦椅腳輪改良 大安高工 甲等 

複合式開罐器 大安高工 甲等 

簡易型摺疊擔架 大安高工 甲等 

eye 美之重要性—角膜變色片 大成高中 甲等 

E 起輕鬆 BUY－Online Shopping 大德工商 甲等 

斗六秋冬平價鍋物 ： 一品香 V.S 鍋加鍋 大德工商 甲等 

日式料理－上閤屋 VS SOTO 大德工商 甲等 

麥當勞與肯德基之比較 大德工商 甲等 

無印良品 vs 生活工場比較分析 大德工商 甲等 

網路購物之探討 大德工商 甲等 

體驗說不出的好味道－星巴克 大德工商 甲等 

夕陽產業的全新樣貌－觀光工廠 中山工商 甲等 

古埃及文明 中山工商 甲等 

古籍資訊化對研究代文史之重要性 中山工商 甲等 

台灣電力史──淺談電力與廢核 中山工商 甲等 

正在被污染的台灣 中山工商 甲等 

正統印度咖哩在港都 中山工商 甲等 

玉樹梨風‧瘋大樹 中山工商 甲等 

而「茄」可以這樣吃 中山工商 甲等 

自然環境生態保育 中山工商 甲等 

我們真的「看見台灣」了嗎? 中山工商 甲等 

把愛「船」下去-探討高雄愛河愛之船遊客的觀光滿意度 中山工商 甲等 

豆出新滋味 中山工商 甲等 

泡麵創意新吃法 中山工商 甲等 

青少年網路交友 中山工商 甲等 

毒澱粉後的珍珠奶茶 中山工商 甲等 

省錢大作戰 中山工商 甲等 

紅雪冰紛 中山工商 甲等 

苔味十足 中山工商 甲等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與日本理番政策之研究 中山工商 甲等 

夏日大作戰-探討遊客對墾丁景點的偏好程度 中山工商 甲等 

高中生對於連鎖水餃滿意度之研究─以八方雲集和五花馬為例 中山工商 甲等 

高雄捷運—高雄市民滿意度之調查 中山工商 甲等 

國外打工風 青年度假瘋 中山工商 甲等 

從五月天的歌曲學習追夢態度 中山工商 甲等 

從古至今最令人崇尚的古老文化－中古世紀騎士文化 中山工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從高中生的手機使用習慣來看日常行為表現 中山工商 甲等 

探討觀光工廠的發展特色-以高雄市為例 中山工商 甲等 

眾多古蹟與小吃的聚集地—台南的兩天一夜遊程規劃 中山工商 甲等 

野蠻的驕傲－真正的人 中山工商 甲等 

創新「塔味」 中山工商 甲等 

智慧型手機成癮現況探討 中山工商 甲等 

黑白嗜啡 中山工商 甲等 

蜂蜜「浸行曲」-創造新滋味 中山工商 甲等 

電動車新世界 中山工商 甲等 

綠色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中山工商 甲等 

漿心比新--豆漿奶酪 中山工商 甲等 

籃球的三重威脅 中山工商 甲等 

夕陽產業的轉型-興采實業 中科實中 甲等 

魔幻嘉年華 中興商工 甲等 

「尤」你選擇屬於你的獨特風格──UNIQLO 中壢家商 甲等 

「石」破天驚「石」全「石」美—石頭日式炭火燒肉 中壢家商 甲等 

母雞生蛋堆高糕 中壢家商 甲等 

和泰汽車內部服務品質、員工滿意度及員工忠誠度之研究─以桃苗

地區營業所為例 
中壢家商 甲等 

點心瘦身健康操 中壢家商 甲等 

蘿莉女孩的秘密時光—Dazzling Cafe 中壢家商 甲等 

太陽能自動手動灑水器 內埔農工 甲等 

無段式疏果剪 內埔農工 甲等 

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淺談我國再生能源之應用 內湖高工 甲等 

Coffee’s Pronoun: Starbucks & 85°C 斗六家商 甲等 

Plastic Surgery 斗六家商 甲等 

Sleeping Tips for Students 斗六家商 甲等 

上課小動作 木柵高工 甲等 

方向燈循跡自走車 木柵高工 甲等 

祝融大作戰—智慧型火災偵測系統 木柵高工 甲等 

指甲也能變美麗 北斗家商 甲等 

無穩態多諧振盪器（Astable Multivibrator）之探討 北門農工 甲等 

有機保健茶包製作 北港農工 甲等 

智慧型藍芽門鎖 北港農工 甲等 

未來藍圖 台中家商 甲等 

棒球─台灣國球深入了解與探討 台中家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網路商店的成功之道-以人氣商店為例 台中家商 甲等 

天堂-糖果包裝設計 台中高工 甲等 

靜水池底的生態工法施作介紹 台中高農 甲等 

台東山線觀光景點與海線觀光景點之分析 台東高商 甲等 

跟著熱氣球幸福昇空-台東 Hot 氣球 台東高商 甲等 

傳統立式銑床與臥式銑床的切削分析 台南高工 甲等 

煞的住魅力－碟煞與鼓煞 台南高工 甲等 

機械鐘研究 台南高工 甲等 

霍爾效應電子測速儀 台南高工 甲等 

聲控 LED 亮度 台南高工 甲等 

「魚」兒魚兒水中「油」─對魚油的認識與能改善疾病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7-11 握便當行銷策略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85度C行銷 4P及消費者購買動機與滿意度之探討-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Facebook 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使用滿意度之研究 -以巨人高中學生

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小美冰淇淋行銷策略之探討-以巨人高中學生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不定時炸彈-精神分裂症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自走車原理及應用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我不要跟咻咻做朋友-氣喘 巨人高中 甲等 

身心健康美，心律不整沒－心律不整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咖啡中咖啡因對人體影響認知之探討─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青少年對麥當勞之消費喜好傾向之探討-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青少年購買手機偏好之探討-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甲等 

高中職生使用防曬乳狀況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健康「鈣」念一把罩-牛奶中鈣質對人體骨骼影響認知之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溫度感應式 LED 杯座之原理與應用探討 巨人高中 甲等 

基因改造 弘文中學 甲等 

Cold Stone 酷聖石冰淇淋的消費者心理層面&行銷手法 永平工商 甲等 

九份文化商機之探討 永平工商 甲等 

了解客家義民祭的文化意涵 V.S 現代人對殺豬酬神的接受度 永平工商 甲等 

中壢人愛用的手機品牌 永平工商 甲等 

手搖飲料喜愛度及購買意願 永平工商 甲等 

外帶式連鎖飲料店品牌消費者滿意度與購買行為 永平工商 甲等 

市場區隔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馬可先生麵包坊顧客為例 永平工商 甲等 

咖啡沖泡方式與消費者偏好 永平工商 甲等 

咖啡品牌忠誠度與消費者購買行為之探討－以星巴克中壢復興門 永平工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市為例 

青少年對含糖飲料之消費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永平工商學生為

例 
永平工商 甲等 

城鄉空氣品質對嬰幼兒過敏症狀的影響 永平工商 甲等 

速食文化及消費行為因素之探討─以全球性品牌麥當勞為例 永平工商 甲等 

惡魔的美食–麥當勞﹙以中壢市區為例﹚ 永平工商 甲等 

傳統甜甜圈與 MisterDonut 之比較 永平工商 甲等 

油你真好-淺談源順油業 永年高中 甲等 

愛情要不要 永年高中 甲等 

青少年對古惑仔的認知與認同感之相關探討研究 永靖高工 甲等 

高職生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及手機成癮症之現況調查研究 永靖高工 甲等 

高職學校學生對核能的認知與認同感相關調查之研究 永靖高工 甲等 

桃園鐵路未來空間規劃 永豐高中 甲等 

實在泰可怕，日日都害怕 永豐高中 甲等 

網路遠距之步進馬達與影像監視角度控制 玉井工商 甲等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立志中學 甲等 

穿搭服儀的藝術與奧祕 立志中學 甲等 

混合動力車與未來發展 立志中學 甲等 

親子活動-推廣愛河自行車道觀光 立志中學 甲等 

iPhone vs Samsung 三星蘋果爭霸戰 光華高中 甲等 

Wow，「高」!男「跟」女，不「鞋」調 光華高中 甲等 

高校女生的「犀利」愛情觀 光華高中 甲等 

淺談刺青古與今 光華高中 甲等 

電子書－以光華高中校園導覽及畢業紀念冊為例 光華高中 甲等 

美味料哩，盡在石頭-雲林縣斗六旗艦店 竹山高中 甲等 

韓美戰爭－三星與蘋果之役－從行銷策略談起 竹山高中 甲等 

舊通路大進化-3C 通路的經營策略-以竹山大同 3C 專賣店為例 竹山高中 甲等 

Explore Japan cuisine-Yoshinoya 竹林高中 甲等 

when the American hamburgers meets rice burgers 竹林高中 甲等 

經營策略暨青少年顧客滿意度分析-以劍湖山世界為例 竹林高中 甲等 

PLC 與人機的生活應用 西螺農工 甲等 

音你而在─正版數位音樂軟體 KKBOX 經營策略 君毅中學 甲等 

國內網路平價服飾之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探討-以 Lativ 及 101 原創

為例 
私立大同高中 甲等 

五股區內的生態仙境 育達高職 甲等 

台北市生育政策成效之探討 育達高職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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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識與覺醒 育達高職 甲等 

乳牛的家之行銷企劃 育德工家 甲等 

食麵埋伏-淺談加工食品溯源 宜蘭高商 甲等 

「油」來「碳」襲 岡山農工 甲等 

太陽能電池 岡山農工 甲等 

生活原點‧合掌集落 岡山農工 甲等 

刨絲機 岡山農工 甲等 

造飛機 岡山農工 甲等 

鋁製盅杯 岡山農工 甲等 

鑽床概述 岡山農工 甲等 

我是新生子之我們沒有不一樣 明台高中 甲等 

探討「隱形眼鏡」 明台高中 甲等 

3C 戰場 ~~ 燦坤、順發 3C 量販、全國電子 明誠中學 甲等 

Espresso 的味道 明誠中學 甲等 

Ever Smile 行銷策略分析 明誠中學 甲等 

QR code(二維條碼)在生活上的應用 明誠中學 甲等 

Uniqlo 與 Lativ 明誠中學 甲等 

文創產業之探討 - 以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為例 明誠中學 甲等 

淺談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對亞洲經濟體之衝擊 明誠中學 甲等 

淺談高雄發展航空城計畫之可行性 明誠中學 甲等 

淺論連鎖冷飲店之成功關鍵－以 50 嵐為例 明誠中學 甲等 

通訊軟體對高中職滿意程度的調查-Yahoo 即時通、Skype、Line 明誠中學 甲等 

觀看者對連續劇的偏好程度分析-以高雄市為例 明誠中學 甲等 

LINE 一下~叮咚~探討通訊軟體 明道中學 甲等 

MIT 舒服棉 T─SOFU 明道中學 甲等 

QQ 惹人愛，娘惹糕 明道中學 甲等 

三色磅蛋糕之探討 明道中學 甲等 

平凡中的精緻——丐幫滷味台中黎明分店 明道中學 甲等 

有機米之認證-以池上米為例 明道中學 甲等 

服務品質「針灸」到－探討中醫客製化行銷 明道中學 甲等 

挑燈喫土找茶趣 明道中學 甲等 

省水馬桶真的省水嗎? 明道中學 甲等 

消費者對主題餐廳消費滿意度之探討 明道中學 甲等 

探討電子收費與傳統回數票之比較 明道中學 甲等 

創意水果麵條 明道中學 甲等 

節慶活動之研究──以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為例 明道中學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遊客對懷舊沒落火車站觀光吸引力及重遊意願之研究-以車埕火車

站為例 
明道中學 甲等 

嘉義獄政博物館 明道中學 甲等 

漫步在時代的尖端－明道雲端商城 明道中學 甲等 

顧客遊憩滿意度與觀光吸引力之相關研究─以彰化縣田尾公路花

園為例 
明道中學 甲等 

顧客對網路購物滿意度之影響 明道中學 甲等 

幼兒分辨左右腳方向之探究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手足關係之探討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收看卡通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使用智慧型產品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健康與營養之探究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接觸智慧型手機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幼兒飲食習慣與營養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全國家事類科技藝競賽選手之行動研究 明德高中 甲等 

兒童的營養與膳食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看法之探究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對幼兒繪畫態度之探究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選擇幼兒才藝班考量因素之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購買奶瓶與奶嘴考量因素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購買幼兒衣物考量因素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家長購買幼兒玩具考量因素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現代婦女對懷孕禁忌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通訊軟體 LINE 的顧客滿意度 明德高中 甲等 

雙薪家庭托育形態之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甲等 

形形”色”澀的香蕉-探討最適延緩褐變方法及加工應用性 松山工農 甲等 

左右手游標卡尺 虎尾農工 甲等 

虎尾毛巾產業與虎尾毛巾節 虎尾農工 甲等 

日本的曖昧文化 金甌女中 甲等 

台灣與日本的婚禮 金甌女中 甲等 

省水水龍頭認知與創新研究 長榮女中 甲等 

連鎖藥妝店-康是美 長榮女中 甲等 

『佳佳西市場』飯店經營與消費型態之研究－以佳佳西市場台南安

平店為例 
長榮中學 甲等 

2014 名牌鞋與青少年最密不可分的關係 長榮中學 甲等 

7-11 的地域性差別與特色之研究-以住宅區、學區及商業區為例 長榮中學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MARVEL 最大的漫畫公司 長榮中學 甲等 

The secret of pearl milk tea 長榮中學 甲等 

女神卡卡 整體造型風潮探討 長榮中學 甲等 

天降奇機 長榮中學 甲等 

引領風潮的甜蜜夢幻空間 Dazzling Cafe 蜜糖吐司 長榮中學 甲等 

台灣夜市服務品質大調查-以台南花園夜市為例 長榮中學 甲等 

平價日本料理的崛起─【爭鮮迴轉壽司】 長榮中學 甲等 

府城之味—臺南小吃 長榮中學 甲等 

探討星巴克顧客滿意度 長榮中學 甲等 

麥當勞及肯德基之比較 長榮中學 甲等 

智慧型手機－HTC 長榮中學 甲等 

智慧型控制開關 長榮中學 甲等 

無印良品經營策略及顧客滿意度之分析 長榮中學 甲等 

腰酸背痛的救星─【長哖牌坐墊】 長榮中學 甲等 

農業新商機─以古寶無患子為例 長榮中學 甲等 

系統化創新方法於產品開發之應用-以可調式手機螢幕固定架為例 南英商工 甲等 

系統化創新方法於產品開發之應用-以可攜式三合一舒適椅背輔助

裝置為例 
南英商工 甲等 

系統性創新方法於產品概念設計之應用-內嵌可壓式垃圾桶之座椅 南英商工 甲等 

探討 4G 網路使用意願因素之研究 南強工商 甲等 

探討校園門禁管理與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以 RFID 為例 南強工商 甲等 

光合藻場 屏東高工 甲等 

nokia 攏起阿! 屏榮高中 甲等 

社會輿論何時了，動漫知多少 屏榮高中 甲等 

眷戀七逃街 屏榮高中 甲等 

手工巧克力的熱情旅程—巧克力雲莊的經營策略與消費行為分析 建台中學 甲等 

火鍋經營策略、消費行為以及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千葉火鍋及綠

園日式涮涮鍋為例 
建台中學 甲等 

便利無所不在-統一、全家便利商店經營策略及消費行為之研究 建台中學 甲等 

探討超市之行銷策略與消費者滿意度─頂好和全聯為例 建台中學 甲等 

智慧型手機品牌經營策略及消費行為之研究 建台中學 甲等 

全家便利商店個案研究 致用高中 甲等 

Online Shopping Phenomen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苗栗高商 甲等 

Searching Coin Snack for Saving Money 苗栗高商 甲等 

Why Do Most Teenagers Like Famous Brand 苗栗高商 甲等 

千度淬鍊－玻璃藝術產業之探討 苗栗高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妝膜作 young-面膜市場之初探 苗栗高商 甲等 

『變臉』~奶泡 VS 不同材料 家齊女中 甲等 

探討不同麵粉的種類對全麥吐司之影響 家齊女中 甲等 

被遺忘的國度─東沙環礁 家齊女中 甲等 

傳統文化再創高峰-改變大眾對抓鬼大師的看法 家齊女中 甲等 

Keep In Touch─行動電信業之顧客忠誠度分析 振聲中學 甲等 

全新 DIY 冰淇淋之五感體驗-以伊薇特觀光工廠為例 振聲中學 甲等 

啡你莫屬－探討消費者對星巴克的品牌依戀度 振聲中學 甲等 

運動雙王之品牌形象及顧客忠誠度-以 Nike&Adidas 為例 振聲中學 甲等 

從《聊齋誌異》之敘事中論人與妖、鬼的關係 泰山高中 甲等 

鷗海民宿─馬祖特色民宿創業企劃書 馬祖高中 甲等 

大型車輛警示器 高英工商 甲等 

水中奇蹟 高英工商 甲等 

自動澆花裝置 高英工商 甲等 

你來我閃噗噗車 高英工商 甲等 

按鍵式音樂編輯器 高英工商 甲等 

感測計時餵貓器 高英工商 甲等 

溫度控制自動灑水器 高英工商 甲等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彩現動畫之應用 高雄高工 甲等 

智慧型水膠應用於傷口照料之研究 高雄高工 甲等 

「義」直安心的「美」味 高雄高商 甲等 

老二崛起-全家 PK.7-ELEVEN 高雄高商 甲等 

那一『夜』，我們最愛『市』的美食－金鑽與凱旋夜市大車拼 高雄高商 甲等 

石蓮花扦插繁殖試驗 淡水商工 甲等 

貓對貓草的喜愛實驗 淡水商工 甲等 

「小」巧玲「籠」創意「包」─以國立曾文家商師生為例 曾文家商 甲等 

sugar crush on「豆花」 曾文家商 甲等 

食不相「饅」-不同濃度紅茶加入饅頭之探討 曾文家商 甲等 

CNC 加工機械未來發展 曾文農工 甲等 

DIY 太陽能玩具車 曾文農工 甲等 

手機品牌選擇之偏好 陽明工商 甲等 

台南花園夜市之遊客選擇分析 陽明工商 甲等 

美麗肌膚-探討消費者對乳液使用品牌滿意度與選購偏好 陽明工商 甲等 

消費者對眼鏡造型選擇偏好之研究 陽明工商 甲等 

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的需求與手機品牌偏好之探討－以高中生為

例 
陽明工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探討年輕女孩與輕熟女對化妝品的品牌偏好和購買動機 陽明工商 甲等 

探討服裝品牌流行風格偏好與滿意度-以高中生為例 陽明工商 甲等 

試探究民眾往返高雄台北之大眾運輸工具的選擇偏好。 陽明工商 甲等 

網路成癮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陽明工商 甲等 

觀光夜市美食調查分析與研究毒澱粉之探討－以 Tainan 地區為例 陽明工商 甲等 

全球暖化成因及傷害的探討與因應(2014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

競賽) 
慈幼工商 甲等 

iOS 與 Android 的比較 新民高中 甲等 

小小一瓶 健康 100 新民高中 甲等 

防範身份盜用的最佳科技-生物辨識 新民高中 甲等 

乳香吸飲力-Milk Shop-讓身體健康一夏 新民高中 甲等 

信誓旦「蛋」 聚沙成「塔」 新民高中 甲等 

前進天空-遙控自己的夢想 新民高中 甲等 

探討高中生對 FB 的崛起與無名小站沒落的看法 新民高中 甲等 

雲端科技融入生活 新民高中 甲等 

亞洲女性面紗下的神秘──淺析胡晴舫筆下的《她》們內心世界 新竹女中 甲等 

水耕糧食的生力軍 新營高工 甲等 

數位式量尺 新營高工 甲等 

二十世紀末黑死病研究 新營高中 甲等 

風靡全球的 DotA 遊戲－英雄聯盟 新營高中 甲等 

健康的守護者-白蘭氏雞精 新豐高中 甲等 

肉品背後─人類飲食對畜牧生產的影響 瑞芳高工 甲等 

流浪動物與中西醫的狂犬病 瑞芳高工 甲等 

瑞工學生的壓力來源及紓壓方法 瑞芳高工 甲等 

Country-of-Origin and Its Effect 葳格中學 甲等 

一個老兵的八二三砲戰 路竹高中 甲等 

台中后豐自行車道週邊設施滿意度之分析 達德商工 甲等 

台灣自行車產業演變與觀光發展現況之探討 達德商工 甲等 

國人赴澳打工度假現況與發展趨勢 達德商工 甲等 

淺析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發展現況 達德商工 甲等 

你今天「超錳」了嗎-不鏽鋼便當盒疑雲探討 鳯山商工 甲等 

無孔不入-五軸加工機探討 鳯山商工 甲等 

誰印誰誰就得像誰-3D 印表機研究 鳯山商工 甲等 

仙草凍一凍 嘉義家職 甲等 

自"做蔥"明 嘉義家職 甲等 

旱田之肉 嘉義家職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健康圓滾滾 嘉義家職 甲等 

添腐之果 嘉義家職 甲等 

絕對饅意 嘉義家職 甲等 

舊情綿綿 嘉義家職 甲等 

Dream 嘉義高商 甲等 

異想進行曲 Fantasy March 嘉義高商 甲等 

嘉商英雄傳 嘉義高商 甲等 

“麥”出好口碑─超值套餐 彰化高商 甲等 

「創」造平價奇蹟 – 探討大創百貨的行銷策略及消費者行為之研

究 –以台中地區為例 
彰化高商 甲等 

Facebook 霸「讚」你的生活 彰化高商 甲等 

三菱 Uni 有你真好─學生族群對三菱原子筆的消費行為之淺析 彰化高商 甲等 

非『韓』不可 ─ 韓國明星周邊商品消費行為 彰化高商 甲等 

細數繁星閃爍-星月天空景觀餐廳 彰化高商 甲等 

搶救格子綠綠大作戰 彰化高商 甲等 

新永利蛋糕訂購系統 彰化高商 甲等 

跟著魯夫動次動-航海王 彰化高商 甲等 

樂活雅(La Jolla) 彰化高商 甲等 

獨領風格，來自風尚 彰化高商 甲等 

薈萃頂尖科技的完美結晶-iPhone 彰化高商 甲等 

鯊魚咬吐司-市場行銷淺談 彰化高商 甲等 

肚子餓了就吃紙－以廣興紙寮為例 暨大附中 甲等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泰」急 鳳山商工 甲等 

哇!少子化居然會變這樣? 鳳山商工 甲等 

挑戰你的肌「耐」力，「吉」發你的潛能 鳳山商工 甲等 

研究 PG 美人網 VS 天藍小舖之平價包包購買意願 鳳山商工 甲等 

神奇粉末萬用寶 鳳山商工 甲等 

探討不是品牌中的品牌 鳳山商工 甲等 

探討手機銷售龍頭－Samsung 之顧客滿意度 鳳山商工 甲等 

探討消費者對西堤餐廳的滿意度 鳳山商工 甲等 

淺談動漫商品的發展 鳳山商工 甲等 

統一”天下，目“布”識“丁” 鳳山商工 甲等 

黃金比例的甜蜜傳奇 鳳山商工 甲等 

義棒出擊－義大犀牛周邊商機 鳳山商工 甲等 

滾動軸承的研究 鳳山商工 甲等 

銀河系潮流─OUTERSPACE 鳳山商工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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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板美食-「派諾尼義大利麵」行銷方式與顧客滿意度 鳳山商工 甲等 

寵寵浴動一探討奧斯卡之寵物美容的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鳳山商工 甲等 

“微”機就是轉機-微整型之研究 德光中學 甲等 

「近視」危機－台南青少年對矯正近視新潮流的看法探討 德光中學 甲等 

「整」出自信「型」片天下 德光中學 甲等 

台南人的午後時光-老屋與"黑色金子"的結合創新探討 德光中學 甲等 

台南市青少年對婚紗喜好的研究 德光中學 甲等 

台灣年輕人長期配戴隱形眼鏡的影響之研究 德光中學 甲等 

台灣青少年對日本特色文化視覺系樂團 德光中學 甲等 

台灣對動物保護的積極與消極態度的探討 德光中學 甲等 

永不打烊的燈光--7-11 便利商店在台之行銷手法探討 德光中學 甲等 

活力從早午餐開始 德光中學 甲等 

塑造年輕人的完美曲線 德光中學 甲等 

獨衣無二的時尚-穿出自己的 style 德光中學 甲等 

12 歲以下兒童之家長對動物園整體滿意度之探討 –以高雄市壽山

動物園為例 
樹德家商 甲等 

Costco 吸引消費者的主因之探討 樹德家商 甲等 

Freya 芙蕾亞喜帖視覺形象設計 樹德家商 甲等 

League of Legends (英雄聯盟)對高職生的影響 樹德家商 甲等 

一般旅客對中部地區運動觀光行程設計之 樹德家商 甲等 

比較會議觀光客與一般觀光之旅遊消費差異性 樹德家商 甲等 

外地旅客對南部文化觀光旅遊動機及目的地意象調查一以高雄台

南名勝古蹟為例 
樹德家商 甲等 

來台旅客對台灣東部運動觀光遊程設計之認知與吸引力調查 樹德家商 甲等 

周公找上門 樹德家商 甲等 

珍珠傳 以紫米、紅米製作珍珠丸之差異研究 樹德家商 甲等 

高雄市舉辦會議觀光之條件分析 樹德家商 甲等 

高職對運動觀光遊程設計之吸引力及參與意願調查-以高雄馬拉松

為例 
樹德家商 甲等 

探討高雄市民對 Mister Donut 巨蛋店產品喜好度之探討 樹德家商 甲等 

探討高職生對皮克斯動畫的觀感 樹德家商 甲等 

探討影響父母為孩子選擇幼兒園之因素-以高雄市左營區幼兒園為

例 
樹德家商 甲等 

創意彩色珍珠丸 樹德家商 甲等 

減肥,男女大不同 樹德家商 甲等 

黃色小鴨游入高雄港 樹德家商 甲等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運動觀光遊程設計之參與意願 樹德家商 甲等 

歐哈納布袋戲視覺形象設計 樹德家商 甲等 

以藝術人文之觀點探討”無印良品”成功之行銷策略 嶺東中學 甲等 

幸福的偏愛之「長崎」蛋糕 嶺東中學 甲等 

穿越時空之旅–FUN 心親子遊 嶺東中學 甲等 

韓流來襲~淺談韓國文化之影響 嶺東中學 甲等 

台灣高中生對不同國家英文口音的理解程度 豐原高中 甲等 

創意設計 LED 時鐘 羅東高工 甲等 

酷涼不熱當 關山工商 甲等 

拌一拌，拌出新滋味－西瓜翠衣 霧峰農工 甲等 

果皮清潔劑 霧峰農工 甲等 

「女為悅已者容」魔鬼身材後的真相--影響高中職學生對購買內衣

動機之調查 
蘭陽女中 甲等 

By 犬!未婚女性對寵物依賴程度之調查 蘭陽女中 甲等 

宜蘭民宿業者對發展觀光之期待 蘭陽女中 甲等 

無所不用其「集」_便利商店集點活動對消費者購買行為影響_以

7-11 為例 
蘭陽女中 甲等 

一吃就讓你記住－創意水果塔 三民家商 佳作 

太陽之手─健康手做吐司 三民家商 佳作 

老少咸宜之步步糕升 三民家商 佳作 

果然比較好--以一般鮪魚沙拉和加了蔬果的鮪魚沙拉做比較 三民家商 佳作 

金瓜聚寶盆之預防阿茲海默症並不「南」 三民家商 佳作 

凍感養生風-自製養生創意果凍的接受度-以三民家商師生為例 三民家商 佳作 

特殊食材大變身－運用於義大利麵之研究 三民家商 佳作 

國境「芝」「南」 非你莫「薯」 三民家商 佳作 

探討一般民眾對知名連鎖雞排店之選擇－以高雄為例 三民家商 佳作 

麥當勞兒童餐之演變 三民家商 佳作 

創意布丁之健康芝芝叫 三民家商 佳作 

創新料理研發－果香三色之消薯一夏 三民家商 佳作 

遊客對高雄市舊城文化公車的使用滿意度 三民家商 佳作 

預防失智症飲食-以不同魚肉開發天然養生之魚餃研究 三民家商 佳作 

銅鑼燒不同餡料對於風味之探討-以香蕉、地瓜為例 三民家商 佳作 

學習褲是否真的對孩子有效果 三民家商 佳作 

複斜面夾持方法 大甲高工 佳作 

手推車煞車輪 大安高工 佳作 

多功能剪刀組 大安高工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助行器改良 大安高工 佳作 

絕對讓你舒服的全罩式耳機 大安高工 佳作 

雙層懸空式防撞手機保護套 大安高工 佳作 

可怕的【皺】怨，該如何預防發生？ 大成高中 佳作 

雲林大同醬油觀光工廠之探討 大德工商 佳作 

消費者對於休閒農場的消費選擇行態 大慶商工 佳作 

關於休閒農場之發展研究 大慶商工 佳作 

3D 列印 中山工商 佳作 

一條紅線的秘密－橋頭糖廠 中山工商 佳作 

不同菠蘿油店家之比較 中山工商 佳作 

中國唯一女皇帝武則天-探討男女平權 中山工商 佳作 

介紹各地的美食 中山工商 佳作 

手工創意布丁 中山工商 佳作 

石在有創意 中山工商 佳作 

全球暖化的影響 中山工商 佳作 

全球暖化與防災政策 中山工商 佳作 

西哈興衰史，風華再現 中山工商 佳作 

豆渣料理 中山工商 佳作 

豆渣餅乾 中山工商 佳作 

青少年網路成癮之研究 中山工商 佳作 

高雄亮起來-探討高雄燈會之滿意度 中山工商 佳作 

高職生對扭蛋文化的認知 中山工商 佳作 

從民主與和平談民主鬥士翁山蘇姬和曼德拉 中山工商 佳作 

從犀利人妻談外遇 中山工商 佳作 

探討高職生對義大利麵的喜好程度之研究 中山工商 佳作 

淺談 League of Legends 英雄聯盟 中山工商 佳作 

逐鹿炭火燒肉 中山工商 佳作 

逐漸沒落的傳統市場與現代新興市場的比較 中山工商 佳作 

創意米漿奶酪 中山工商 佳作 

創意草莓大福 中山工商 佳作 

單字及諺語起源之理解與學生英文學習關係之探討 中山工商 佳作 

揭開古埃及的神秘面紗 中山工商 佳作 

無藥可救－抗藥性細菌 中山工商 佳作 

溫室效應 中山工商 佳作 

綠色藝術與能源 中山工商 佳作 

網路購物在生活的角色─ 中山工商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酵素的功效 中山工商 佳作 

熱水翻騰—茶，神奇的小綠葉 中山工商 佳作 

讓高捷帶你遊山玩水 中山工商 佳作 

黏土性質及其用途 中科實中 佳作 

甜蜜糖衣『?』著幸福滋味-?風小舖 中壢家商 佳作 

傳播無遠弗屆─壹傳媒 中壢家商 佳作 

義美觀光工廠之顧客滿意度分析 中壢家商 佳作 

『屈』動成功的方『臣氏』 中壢高商 佳作 

探討美妝部落格之消費者購買行為─以中壢地區為例 中壢高商 佳作 

探討台灣電競產業未來發展空間 斗六家商 佳作 

性別刻板印象小論文..男女雖有別，尊重無差別！ 木柵高工 佳作 

數位式抽籤機 木柵高工 佳作 

隱形剋星─一氧化碳多功能偵測器製作 木柵高工 佳作 

The Grapes Love 北斗家商 佳作 

市售洗髮精與專業沙龍洗髮精之比較 北斗家商 佳作 

吃蔬食不是吃素食 北斗家商 佳作 

完〝衣飾〞界 北斗家商 佳作 

手機遊戲對現代學生的地位 北門農工 佳作 

如何減少卡尺的量測誤差 北港農工 佳作 

守護精靈 台中家商 佳作 

美麗的錯誤－秋紅谷 台中家商 佳作 

健康吃，安心吃 台中家商 佳作 

雲端探索 台中家商 佳作 

裕隆汽車─商業發展的歷程 台中家商 佳作 

探討切削速率與進給率對於表面粗糙度的影響 台中高工 佳作 

It’s 「台東」 Show time. 台東高商 佳作 

三分鐘的魔法 台東高商 佳作 

台東秀出百泰-心靈之城-消費者心理和嚐鮮心態研究 台東高商 佳作 

台東炸雞之神－藍蜻蜓 台東高商 佳作 

來點不一樣的好望"餃" 台東高商 佳作 

非吃不可台東美味小吃 台東高商 佳作 

養生創意料理─『湯』鮮『圓』潤 台東高商 佳作 

擺脫馬賽克的視野-隱形眼鏡與眼鏡 台東高商 佳作 

太陽能夜燈的探討 台南海事 佳作 

一窺「端銑刀」奧祕之研究 台南高工 佳作 

多功能遙控車 台南高工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探討冒口流路設計對鑄件的影響 台南高工 佳作 

添加 0.4wt％接種劑之片狀石墨鑄鐵與淬火熱處理之關係 台南高工 佳作 

G-SenSor 應用探討-以市面上計步器為例 巨人高中 佳作 

大腸直腸癌的成因與預防方法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不流血的戰役-淺談愛滋 巨人高中 佳作 

玉足發黴了-淺談足癬 巨人高中 佳作 

再次崛起的殺手-狂犬病 巨人高中 佳作 

沉默的器官-肝在人體重要性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乳房有腫塊，容易積成癌－乳房病變的治療與防治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青少年對於球鞋品牌偏好之探討-以巨人高中學生為例 巨人高中 佳作 

冠狀動脈心臟病的起源與治療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毒品危害人體的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消費者對高纖餅乾認知多寡之探討-以巨人高中為例 巨人高中 佳作 

常見的精神疾病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現代人的文明病──第二型糖尿病成因與預防 巨人高中 佳作 

飲食友好 三高逃跑-三高預防的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傳染病症狀與治療之探討-以狂犬病為例 巨人高中 佳作 

嗶!嗶!嗶! 抗 B 大作戰－B 型肝炎 巨人高中 佳作 

認識蛇毒種類及咬傷後緊急處理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戰勝生理痛，小紅也有弱點可擊! 巨人高中 佳作 

遺失的時光-阿茲海默症之探討 巨人高中 佳作 

人類命懸一線－冠狀動脈 弘文中學 佳作 

奈米大導航-海龜的啟示 弘文中學 佳作 

記憶合金應用 弘文中學 佳作 

隱形的奧妙—隱形戰機隱形方式及原理 弘文中學 佳作 

咖啡湯圓 永平工商 佳作 

飲料店排名和飲料排名 永平工商 佳作 

搭起親子「愛的橋樑」─探討中壢市家長對嬰兒按摩的了解程度 永平工商 佳作 

實境體驗對觀光旅遊動機之影響-以外國旅客為例 永平工商 佳作 

調查幼兒園對於氣球造型教學的普及性 永平工商 佳作 

嬰幼兒乘坐學步車的意外發生率和防治措施 永平工商 佳作 

美麗大對決之 7×4 VS cosmad 永年高中 佳作 

動物「瘋」-黃色小鴨的行銷 永年高中 佳作 

夕陽工業之鏟花工藝 永靖高工 佳作 

世界性專業的工業技術-鏟花的藝術 永靖高工 佳作 

花崗岩的探討與介紹 永靖高工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進擊的工業之母-五軸加工機 永靖高工 佳作 

鞘級比一比—以扁鍬形蟲和獨角仙為例 永豐高中 佳作 

杜?黑心食品-悍衛我們的飲食安全 立志中學 佳作 

探討青少年翹家的?差行為 立志中學 佳作 

街藍的起源與休閒 立志中學 佳作 

試討論消費者選購相機之喜好_比較男女消費者差異 立志中學 佳作 

舞蹈的藝術歷史 立志中學 佳作 

適用於 UHF 頻段具有全向性輻射之縮小化 Loop Dipole 標籤天線 立志中學 佳作 

探討學生對於「飲料店」消費行為 仰德高中 佳作 

叱吒"豐"雲-義豐冬瓜茶 光華高中 佳作 

迷「網」! To「購」or Not to「購」? 光華高中 佳作 

經營密碼-統一超商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 光華高中 佳作 

感官挑戰-4D 電影技術發展 成功工商 佳作 

MIT(台灣製)---台灣製商品崛起之研究 竹山高中 佳作 

人們的好鄰居—7-11 與全家便利商店的廣告行銷大戰 竹山高中 佳作 

竹街留市－從南投竹山市場竹特產談起 竹山高中 佳作 

每天一杯總是少不了你_淺談手搖飲料之_清心 V.S.大苑子 竹山高中 佳作 

連鎖披薩店的消費行為-以必勝客為例 竹北高中 佳作 

無印良品-No Brand No Waste 竹北高中 佳作 

中華郵政發行郵票之效益探討 竹東高中 佳作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s in Our Lives 竹林高中 佳作 

你所不知道的瓶裝水-多喝水&UNI Water 私立大同高中 佳作 

台灣中生代對現代農業的投入之淺談－以大湖貓哥水梨為例 育達高職 佳作 

平價服飾在台灣掀起的風潮-以 UNIQLO 為例 育達高職 佳作 

百年遺跡的保存與推廣-以北投公園為例 育達高職 佳作 

行善與孝的故事-蘆洲李宅 育達高職 佳作 

健康飲食的探討 育達高職 佳作 

創造曼妙曲線-談女性與 Curves 推展的 30 分鐘環狀有氧運動 育達高職 佳作 

義式沙拉麵包製作 育德工家 佳作 

飼糧中添加不同比例青貯料對鵝屠體性狀之影響 佳冬農校 佳作 

被遺忘的時光－關於失智與阿茲海默症 協同高中 佳作 

再生與創新-黃謙智 岡山農工 佳作 

探討閒置空間再利用─以旗山火車站為例 岡山農工 佳作 

銑床概論 岡山農工 佳作 

磨床概述 岡山農工 佳作 

鋸床概述 岡山農工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鑄造概述 岡山農工 佳作 

「胎」中「教」育的重要 明台高中 佳作 

50 年不敗的秘方~蔡家豆花 明台高中 佳作 

消費者對速食店之消費行為分析-以麥當勞和摩斯漢堡為例 明誠中學 佳作 

淺談高職對手機的依賴程度分析 明誠中學 佳作 

智慧型手機可以帶給人類甚麼? 明誠中學 佳作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比例及市場調查-以 SONY 為例 明誠中學 佳作 

「韓」流來襲─公主愛用品牌 EtudeHouse 明道中學 佳作 

18 度的堅持，81 度的熱情 Feeling Eighteen 明道中學 佳作 

COLD STONE 及 31 冰淇淋之行銷探討 明道中學 佳作 

二代健保 明道中學 佳作 

有心就有路，茉莉飄清香以台中店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行銷國際 盡「騎」在我-以捷安特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行銷策略對品牌形象影響 －以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我的專屬移動城堡─CRWON 行李箱 明道中學 佳作 

東海大學和中興大學牛奶品牌分析 明道中學 佳作 

炸出一片天-探討 Candy Crush 之興衰 明道中學 佳作 

家有一保，如有一寶 明道中學 佳作 

家具『二』勢力－以環保家具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追求完美就靠醫美 明道中學 佳作 

國片，因您起飛 明道中學 佳作 

陸客來台觀光對台灣當地居民影響之研究 －以日月潭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創意鮮果棉花糖 明道中學 佳作 

就想 LINE 著你 明道中學 佳作 

普德飲水機 明道中學 佳作 

傳統文化藝術認知與遊憩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以鹿港為例 明道中學 佳作 

「Cartoon！夯！夯！夯！」 明德高中 佳作 

一錶在手，時間任我 明德高中 佳作 

幼兒吃零食情形之現況研究 明德高中 佳作 

幼兒飲食現況調查 明德高中 佳作 

幼兒園菜單之探討與規劃 明德高中 佳作 

有機食品抗癌功效與推廣 明德高中 佳作 

育有幼兒家長對飼養寵物看法之調查研究 明德高中 佳作 

生活中隱形的殺手---電磁波 東勢高工 佳作 

雲林番茄種植的研究 虎尾農工 佳作 

「『石』在好便宜」火鍋店經營與消費型態之探討 ─以台南市中 長榮中學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華東路石二鍋為例 

「鯊」出新風味「咬」出幸福的你─Shark bites toast 長榮中學 佳作 

3C 救星 長榮中學 佳作 

化妝品對女性族群的影響 長榮中學 佳作 

日式料理的崛起 長榮中學 佳作 

世界知名咖啡-星巴克的優劣勢 長榮中學 佳作 

林進心中，鳳富味覺，營造滿足 長榮中學 佳作 

時光的誘惑 長榮中學 佳作 

探討麥當勞的經營理念及顧客對餐點滿意度 長榮中學 佳作 

實現 BBCar 自走車之探討 南強工商 佳作 

文創產業－商業進步的推手 屏榮高中 佳作 

死刑的存廢 屏榮高中 佳作 

「棗」到好味道－棗莊古藝庭園膳坊經營策略及消費行為之研究 建台中學 佳作 

「睛」彩你的人生-以行銷策略及顧客滿意度之分析 建台中學 佳作 

推「誠」出新-誠品網路書店與實體書店成功因素及消費行為之研

究 
建台中學 佳作 

筆類市場經營策略及消費行為之比較-以 UNI 和 PILOT 公司為例 建台中學 佳作 

日南火車站研究報告 致用高中 佳作 

賣個”提”阿拉～探討顧客滿意度提升花蓮提拉米蘇銷售量 致用高中 佳作 

良品，從無印開始 苗栗高商 佳作 

『阿箔! 你重生啦!』之時尚包飾篇 家齊女中 佳作 

我腳很大－阿瘦皮鞋與 La New 的產品及品牌形象之探討 振聲中學 佳作 

高品質咖啡平民化價格-85 度 C 行銷策略 振聲中學 佳作 

眼睛會說話─隱形眼鏡市場之分析 振聲中學 佳作 

貧繁幸福，平凡幸福--探討金錢管理對高中生的重要性、宣導儲蓄

的方法 
振聲中學 佳作 

創新後重生的古今交響曲—台中宮原眼科之相關行銷策略 振聲中學 佳作 

讓你流連往返的 Railway 之旅─探討台鐵列車的觀光效應 振聲中學 佳作 

從奇幻文學《沉月之鑰》中探討角色間的糾葛 泰山高中 佳作 

安平開台天后宮 海青工商 佳作 

清新典雅的四合院 海青工商 佳作 

點亮一盞綠意的明燈～打造資源新生命 高苑工商 佳作 

不會濕濕的鞋櫃 高英工商 佳作 

太陽能車內散熱系統 高英工商 佳作 

太陽能溫控風扇 高英工商 佳作 

四種茶葉之抗氧化活性分析 高英工商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自動感溫杯 高英工商 佳作 

自動鐵捲門 高英工商 佳作 

智能警報鞋架 高英工商 佳作 

智慧型小夜燈 高英工商 佳作 

超音波倒車測距 高英工商 佳作 

溢光隱形技術趨向 高英工商 佳作 

“棒”打老虎“球”生機－中華職棒的變遷 高雄高商 佳作 

人「人字」危，小心你的健康被「拖」垮 高雄高商 佳作 

高雄在地好口味－『方師傅－羅宋麵包』，魅力何在？ 高雄高商 佳作 

健康生活最要「頸」 高雄高商 佳作 

瓶裝水的真相-瓶裝水真的環保嗎？ 高雄高商 佳作 

花豆豆漿與紅豆豆漿之比較 淡水商工 佳作 

夏季保養品_保濕凝膠 DIY 淡水商工 佳作 

吃人肉現象的原因分析與探討---以台灣為例 清水高中 佳作 

「隱」Your Eyes,台灣高中生對配戴隱形眼鏡的需求 景文高中 佳作 

神隱少女 Spirited Away 景文高中 佳作 

湯圓奶茶 曾文家商 佳作 

太陽能車 曾文農工 佳作 

太陽能車 曾文農工 佳作 

太陽能車 曾文農工 佳作 

布袋戲的演變及研究發展─以霹靂布袋戲為例 陽明工商 佳作 

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選購偏好之探討－以高中生為例 陽明工商 佳作 

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選購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佳作 

消費者對運動鞋品牌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佳作 

智慧型手機使用需求與品牌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佳作 

鏡頭下的小小世界－消費者對相機選擇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佳作 

顧客對平板電腦的忠誠度之探討 陽明工商 佳作 

「 衣」應俱全!-OB 嚴選穿出屬於你的 Style 新民高中 佳作 

「錶」現自我－CASIO－摔不破的夢想 新民高中 佳作 

用手指點拉麵-「一凜」 新民高中 佳作 

洪遍全台 新民高中 佳作 

微電癮 新民高中 佳作 

資訊安全-保護網路個人資料 新民高中 佳作 

球團經營與球迷進場動機之分析__以 Lamigo 桃猿隊與兄弟象隊為

例 
新竹中學 佳作 

另類文創，愛情偶像劇 新營中學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三比八小西餅 新營高工 佳作 

炒飯水餃創意料理 新營高工 佳作 

南北小吃比一比 新營高工 佳作 

探索高中生喜好之連鎖飲料店 新營高工 佳作 

口袋裡的怪獸－神奇寶貝 新營高中 佳作 

大盛韓流－韓國藝人的喜愛程度調查 新營高中 佳作 

速食的真相 新營高中 佳作 

街角的好鄰居－便利商店的消費者行為分析 新營高中 佳作 

滑動指尖的快感－ＡＰＰ使用行為分析 新營高中 佳作 

螢幕上的歡笑－台灣及韓國綜藝節目的比較 新營高中 佳作 

鋼鐵的碰撞、火炮的衝突─戰車世界 新營高中 佳作 

產後如何補才能補回元氣 溪湖高中 佳作 

台灣對開放陸客自由行的影響分析 瑞芳高工 佳作 

夜夜好眠----睡眠的重要性 瑞芳高工 佳作 

保養品的品牌態度與忠誠度之調查報告 瑞芳高工 佳作 

高中職族群之 NIKE 與 ADIDAS 品牌的研究與比較 瑞芳高工 佳作 

悠遊卡企業標誌的識別 瑞芳高工 佳作 

腸排便 瑞芳高工 佳作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購買意願之關係研究─以 7-11 和全家比較

分析 
聖功女中 佳作 

寧靖王 路竹高中 佳作 

石二鍋經營管理之分析─以台中漢口崇德店為例 達德商工 佳作 

淺析台灣折疊式腳踏車發展現況 達德商工 佳作 

鼎王麻辣鍋行銷策略之分析 達德商工 佳作 

平凡中的布蘋凡 嘉義家職 佳作 

果真麻煩 嘉義家職 佳作 

讓你玩到想跳樓 嘉義高商 佳作 

『華流』來襲 – 華流偶像劇 彰化高商 佳作 

CITY CAFE - 帶著走的咖啡館 彰化高商 佳作 

人人都有書癮-探討消費者對小說之購買行為-以彰化市為主 彰化高商 佳作 

不知葫蘆裡「麥」什麼藥，套「勞」你的心─麥當勞 彰化高商 佳作 

令人著迷的品牌魅力－星巴克 彰化高商 佳作 

好市多與家樂福行銷差異 彰化高商 佳作 

有事找好市－好市多 Costco 顧客滿意度之分析 彰化高商 佳作 

冷飲茶的革命-春水堂 彰化高商 佳作 

幸福的紅花種入你我的心─花盒子 彰化高商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東方天然美膚專家─SKINFOOD 彰化高商 佳作 

門市服務丙級證照真的有用嗎？ 彰化高商 佳作 

重返 2D 人生-2D 塗鴉包之淺談 彰化高商 佳作 

茶風味領導者─天仁茗茶經營之道 彰化高商 佳作 

麥仕佳，未歹呷！─探討消費者對麥仕佳的消費行為之分析 彰化高商 佳作 

麥出一片天──麥當勞廣告、危機、處理方式之探討 彰化高商 佳作 

麥出好商機－研究麥當勞之行銷手法 彰化高商 佳作 

最單純的美味-微熱山丘 彰化高商 佳作 

無極限的「三條線」－adidas 彰化高商 佳作 

圓石樂活飲料 彰化高商 佳作 

過度依「賴」 彰化高商 佳作 

撼動味蕾的古早味_大元麻糬 彰化高商 佳作 

襪出好足道-金福隆襪子工廠 彰化高商 佳作 

如何看待自己不一樣的人生 暨大附中 佳作 

「棉棉」不絕的熱浪！──衛生棉購買行為調查 鳳山商工 佳作 

女生的最愛-Hello Berry 之顧客滿意度探討 鳳山商工 佳作 

全『剩』時代 鳳山商工 佳作 

成為潮流的不敗哲學－STAGE 鳳山商工 佳作 

從書中蹦出的青蛙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 Lovely 童話－經營之成功關鍵因素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青少年對手機人氣王〝三星〞之喜好程度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青少年對於市面上智慧型手機之功能滿意度─以 Apple、

SAMSUNG 為例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青少年對於動漫商品的消費行為：以航海王為例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哈「韓」鳳氣來襲，韓流擋不住的影響力！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時下年輕人對隱形眼鏡的需求性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消費者對多那之消費滿意程度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消費者對高雄瑞豐夜市和六合夜市客源和行銷手法之差異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消費者對薯條三兄弟的滿意度分析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消費者對戀花 168 義式餐廳之顧客滿意程度 鳳山商工 佳作 

探討麥當勞為何能在速食業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鳳山商工 佳作 

離不開的『它』 鳳山商工 佳作 

「芒」慕追求-台南青少年對芒果的喜愛程度之探討 德光中學 佳作 

打工嘻遊記 德光中學 佳作 

皮克斯動畫-怪獸大學對青少年所帶來的影響之研究 德光中學 佳作 

青少年對網路推薦台南隱藏版小吃之喜好研究 德光中學 佳作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國內外汽車廠商廣告行銷手法的比較 ─以 Audi 與裕隆為例 德光中學 佳作 

照出你我的生活-照相功能的日新月異 德光中學 佳作 

蘋果日報如何深植台灣人心行銷手法之探討 德光中學 佳作 

一般遊客對台灣北部區運動觀光設計之吸引力及認知調查 樹德家商 佳作 

十字路的咖啡 樹德家商 佳作 

大陸旅客對北部客家文物觀光行程設計之觀光吸引力 樹德家商 佳作 

台灣新趨向,微電影的發展 樹德家商 佳作 

幼保科學生選讀幼保科因素及就業發展之探討 樹德家商 佳作 

民眾對搭乘高雄捷運的滿意度之研究 樹德家商 佳作 

在學學生與老師對網路購物行為之比較研究，以樹德家商為例。 樹德家商 佳作 

咖啡對人體的影響 樹德家商 佳作 

茶飯香有理 樹德家商 佳作 

高雄市民對金鑽夜市之滿意度探討 樹德家商 佳作 

高職教師對東部溫泉旅遊行程之參與動機、參與意願與旅遊阻礙因

素調查--以樹德家商為例 
樹德家商 佳作 

探討安麗產品的行銷方式 樹德家商 佳作 

探討青少年對進口巧克力的滿意度調查,以樹德家商為例 樹德家商 佳作 

會議展覽之服務品質─以高雄世貿中心為例 樹德家商 佳作 

會議旅遊目的地意象之研究 樹德家商 佳作 

遊客至旗津遊憩的主要目的之探討 樹德家商 佳作 

遊客對新北市烏來區極限運動行程設計之目的地意象與吸引力調

查 
樹德家商 佳作 

穀色穀香──以五穀製作發糕之探討結果 樹德家商 佳作 

樹德家商學生對東西方動畫電影的喜愛度探討 樹德家商 佳作 

薏鳴驚仁~讚不絕口 樹德家商 佳作 

不能沒有你 - 淺談水資源 嶺東中學 佳作 

不能沒有你─認識導盲犬 嶺東中學 佳作 

玻璃帷幕 嶺東中學 佳作 

飢餓三十 HUNGERFREE-搶救危飢兒童 嶺東中學 佳作 

彩出自我 嶺東中學 佳作 

幸福的滋味-鯊魚咬吐司 豐原高商 佳作 

”澳”文化─SUMMER 澳翻天，澳翻一整天 羅東高商 佳作 

「因颱施教」－便利商店服務人員防颱應變能力調查 蘭陽女中 佳作 

出國旅客對旅行支票的認知及使用滿意度 三民家商 入選 

探討學齡前幼兒學習才藝之調查研究 三民家商 入選 

探討嬰幼兒意外事故發生情形-以墜樓事件為例 三民家商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你、我貼心的家──全家便利商店行銷之經營探討 三信家商 入選 

探討高雄市苓雅區星巴克咖啡專門店 三信家商 入選 

腳踏車鎖 大安高工 入選 

鞋盒收納架 大安高工 入選 

再度捲起－狂犬病 大成高中 入選 

古坑咖啡之探討 大德工商 入選 

穿梭真假虛實之間─夢 大德工商 入選 

三峽老街介紹 中山工商 入選 

不只是間西服店－UNIQLO 中山工商 入選 

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論原民自決與自治權 中山工商 入選 

台灣陣頭──八家將與官將首的異同 中山工商 入選 

地震 中山工商 入選 

如何讓自己更快樂 中山工商 入選 

宇宙形成和黑洞淺談 中山工商 入選 

狂犬病之淺論 中山工商 入選 

珍珠港事件 中山工商 入選 

核能探討 中山工商 入選 

從賈伯斯談論成功之道 中山工商 入選 

探討希特勒及第二次世界大 戰-德國 中山工商 入選 

全民瘋賞鴨 中科實中 入選 

全聯福利中心－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研究與分析 中壢家商 入選 

美襪生活 wow!wow!wow! 中壢家商 入選 

「清」涼「心」潮與「COCO」新時代 ─ 台灣連鎖冷飲店消費行

為之探討 
中壢高商 入選 

頂上風光─探究中壢市民染髮的消費行為 中壢高商 入選 

101 下小論文-保護台灣的肺(11113、11120) 木柵高工 入選 

按摩 北斗家商 入選 

鄉（香）味葡萄-以彰化大村為例 北斗家商 入選 

彰化鹿港傳統美食與現代零食大對決 北斗家商 入選 

一隅驚醒夢中人 台中家商 入選 

外食便當族群之相關探討 台中家商 入選 

老街一「鹿」遊 台中家商 入選 

金「玉」滿「糖」─清玉的自然糖王朝 台中家商 入選 

第三次工業革命-3D 列印 台中家商 入選 

最後一樣禮物 台中家商 入選 

絕攝台中-17 舞動台中 台中家商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尪仔標 台中高工 入選 

「客庄十二大節慶」，台東好米收冬祭 台東高商 入選 

「黃」然大物－黃色小鴨 台東高商 入選 

Easy Work Easy Go 台東高商 入選 

台式尬日式碰出新滋味 台東高商 入選 

永和豆漿大王 vs 春牛豆漿大王 台東高商 入選 

通訊世界的戰爭(以 LINE、WeChat、Skype 為例) 台東高商 入選 

穿襪輔助器之設計與製作 台南一中 入選 

可怕的健康殺手-淺談慢性鼻炎 巨人高中 入選 

恐怖死神 20 世紀的黑死病－愛滋病 巨人高中 入選 

慢性殺手－牙周病 巨人高中 入選 

輕舞飛揚的蝴蝶－紅斑性狼瘡之探討 巨人高中 入選 

節能減碳------油電混合車 弘文中學 入選 

7-ELEVEN 的微波便當銷售滿意度調查 永平工商 入選 

相「衣」為命，巧心藝 永平工商 入選 

消費者對客家麻糬的喜愛度及客家文化接受程度調查 永平工商 入選 

探討消費者對金牛角的購買行為之研究 永平工商 入選 

燒烤店食材種類與肉類品質之滿意度調查 永平工商 入選 

義大遊樂世界管理研究 永年高中 入選 

自動防撞雷達 永靖高工 入選 

個人化機器人實現的探究 永靖高工 入選 

振動的探討 永靖高工 入選 

機器人的世界 永靖高工 入選 

都市計畫對地方的益處─以中路計畫區為例 永豐高中 入選 

電玩與現代人的關係及影響 永豐高中 入選 

鼻子過敏 玉井工商 入選 

全台最「大」國際觀光夜市-高雄金鑽夜市 立志中學 入選 

高雄私房景點-中都濕地公園 立志中學 入選 

從部落看排灣族 立志中學 入選 

創新行銷手法-探討 cosplay 角色扮演文化 立志中學 入選 

無所不在：7-11 也有閱讀區 立志中學 入選 

發現新商機：創造股東會紀念品的物流管理與銷售 立志中學 入選 

黃色小鴨帶來的經濟效益 立志中學 入選 

零風險商品投資企劃-股票申購 立志中學 入選 

霸凌是否已成為國高中生的一種文化? 立志中學 入選 

海上的珍珠 光華高中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社交網絡平台的隱私問題之探討 光隆家商 入選 

美麗１４０年的祕密─資生堂 竹北高中 入選 

集點促銷大戰-7-ELEVEn v.s 全家便利商店 私立大同高中 入選 

老房子‧新生命-綠樹蔭青 育達高職 入選 

食報天驚 育達高職 入選 

設計好生活-松山文創 育達高職 入選 

給我一個暖呼呼的冬天－發熱衣的真相 育達高職 入選 

劍舞乾坤-劍道國寶陳池旺 育達高職 入選 

鴉片粉圓成功的關鍵與分析 育達高職 入選 

太陽出來了，臉都「氯」了 岡山農工 入選 

車床概述 岡山農工 入選 

風力發電概述 岡山農工 入選 

磁軌砲 岡山農工 入選 

幸福的滋味-巧克力的開始 明誠中學 入選 

泡麵對人體的危害 明誠中學 入選 

知名連鎖速食店行銷策略分析 明誠中學 入選 

高職學生對多那之咖啡連鎖店消費分析 -以高雄區為例 明誠中學 入選 

規劃最後一段路程-生前契約 明誠中學 入選 

臺灣軍事科技的發展祕辛概論 明誠中學 入選 

蜜食天地 明誠中學 入選 

學生族群對連鎖速食店麥當勞的消費分析- 以高雄市某私立高職

學生為例 
明誠中學 入選 

牙齒矯正的商機-以 Dr.wells 為例 明道中學 入選 

平價時尚服裝品牌的潛力(以 zara 為例) 明道中學 入選 

生態觀光的永續發展之研究-以南投頭社活盆地為例 明道中學 入選 

里仁為美 美在利人 明道中學 入選 

潮起潮落─實體虛擬書店的共存之道 明道中學 入選 

薰衣草森林 明德高中 入選 

幼兒說謊行為之探討 明德高中 入選 

毒從口入 東勢高工 入選 

鐵板燒的發展 虎尾農工 入選 

台灣棒球 start from where 長榮中學 入選 

青少年的誤色世戒 長榮中學 入選 

青少年對韓式料理的滿意度 長榮中學 入選 

穿戴式便利通 長榮中學 入選 

高中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品牌喜好研究 長榮中學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探討動漫的吸引力及其帶來的商機 長榮中學 入選 

愛無界 長榮中學 入選 

虛擬歌手 青年高中 入選 

高中生對台北悠遊卡之消費行為意向與滿意度之調查研究 南強工商 入選 

越「轉」越「鮮」 屏東高工 入選 

印度女性主權之衰 屏榮高中 入選 

夜食人深 屏榮高中 入選 

大御宅時代-探討御宅文化所帶來的影響 恆春工商 入選 

吞雲吐霧－抽菸對身體的危害 苗栗高商 入選 

美麗「髮」寶-台灣地區消費者對洗髮精之偏好調查 苗栗高商 入選 

創意太空總部－知名品牌 outer space 之研究 苗栗高商 入選 

無嘴貓炫風－席捲全球的 Hello Kitty 傳奇 苗栗高商 入選 

核不核「四」？－核能對台灣經濟效益以及環境的影響 振聲中學 入選 

動漫風潮-青少年對動漫的週邊商品與滿意度研究 振聲中學 入選 

線上遊戲市場概況－英雄聯盟為例 振聲中學 入選 

“博”氏書局，誰與爭鋒？──台灣網路書局的王者博客來 海青工商 入選 

古色古香圓山飯店 海青工商 入選 

海青工商 日治時期-橋樑 海青工商 入選 

臺南孔廟 海青工商 入選 

瀕臨絕種的街屋 海青工商 入選 

顛沛過去印象的西門紅樓 海青工商 入選 

綠能防盜包包 高英工商 入選 

五分鐘搞定一餐--泡麵 高雄高商 入選 

年少中二並不病－青少年自我行為之淺談 高雄高商 入選 

青少年價值觀問題探討_以高雄市苓雅區為例 高雄高商 入選 

臺灣的文化之寶—辦桌 高雄高商 入選 

多元成家對同性戀者的影響 崇實高工 入選 

保養省錢有一套-DIY 化妝水 淡水商工 入選 

無患子肥皂 v.s 市售肥皂 淡水商工 入選 

療癒系小物商機之分析以清傳高商為例 清傳高商 入選 

生質能源是希望? 普台高中 入選 

Effects of Taiwanese Idol Drama on the Teenagers 景文高中 入選 

太陽能複合動力模型車設計與製作 曾文農工 入選 

淺談太陽能車 曾文農工 入選 

科技農夫 開南商工 入選 

肌膚好像會呼吸－消費者對洗面乳的選購偏好之分析 陽明工商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男女使用面膜的需求、購買動機與品牌偏好之探討 陽明工商 入選 

消費者網路購物行為之探討 陽明工商 入選 

應用五行原理配色之研究 慈濟中學 入選 

你最好的陪伴-探討寵物旅館商機 新民高中 入選 

為「環保」，乾一「杯」。 新民高中 入選 

動漫資料庫查詢系統 新民高中 入選 

錐「觸」囊中－觸控科技的發展與應用 新民高中 入選 

聽見聲音的進化－耳機 新民高中 入選 

咖啡粕之黃金燻蛋應用 新營高工 入選 

看見新營的綠洲－南瀛綠都心 新營高工 入選 

學校周邊店家之平價美食一品滷味 新營高工 入選 

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 Architecture Migrate to Android 開發設計分析

與比較 
新營高中 入選 

絕對暴力，惡靈勢力 新營高中 入選 

萌動漫！淺談宅文化經濟 新營高中 入選 

帥哥影響心理輔導及社會輿論之探討 瑞芳高工 入選 

山茶花傳奇之探討-Coco Chanel 女士 道明中學 入選 

身歷其境的冒險 鳯山商工 入選 

流行音樂錄影帶 嘉陽高中 入選 

“茗茶”秋毫 彰化高商 入選 

手機市場中的佼佼者-HTC 彰化高商 入選 

咖啡風景 － 微風山林 彰化高商 入選 

葡出你的胃，萄冶你的蓓蕾 彰化高商 入選 

踏進橘色世界享受『美』食-Gary Bee’69 彰化高商 入選 

你是我的眼，帶我殺遍浩瀚的毒海-NOD32 鳳山商工 入選 

動漫市場影響力研究－以《進擊的巨人》為例 鳳山商工 入選 

探討現實與虛擬間羅生門之喜好程度–寶兒、初音未來為例 鳳山商工 入選 

探討機車品牌的行銷手法與消費者之喜好 鳳山商工 入選 

無紙化世界 鳳山商工 入選 

融口不融手的美味—M&M’s 巧克力 鳳山商工 入選 

Starbucks- Irresistible fragrance in your cup 德光中學 入選 

中國社會觀察-炫富與仇富探討 德光中學 入選 

台南青少年對王品集團石二鍋行銷策略之研究 德光中學 入選 

外國人對台南小吃的喜愛度之研究 德光中學 入選 

鍾愛「唯」電影－微電影對青少年的影響 德光中學 入選 

魔女宅急便 對台南市青少年的人生影響之探討 德光中學 入選 



作  品  名  稱 校名 評分結果 

人才篩選之目的及其重要性 衛道中學 入選 

一般旅客對中部節慶活動之觀光吸引力與參與意願調查 樹德家商 入選 

高中職幼兒保育科應屆畢業生生涯規劃之探討─以樹德家商幼兒

保育科為例─ 
樹德家商 入選 

旗雞農場 樹德家商 入選 

食油危機 興華中學 入選 

嘉年華影城顧客滿意度之探討 興華中學 入選 

Discover Doraemon 嶺東中學 入選 

八公里的幸福-銀髮 fun 鬆遊 嶺東中學 入選 

令人瞠目結舌的「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嶺東中學 入選 

冷血殺手 嶺東中學 入選 

我認識的九把刀 嶺東中學 入選 

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國片 嶺東中學 入選 

南極－不會飛的鳥 嶺東中學 入選 

拯救地球－綠色環保與管理 嶺東中學 入選 

奧斯卡華人的驕傲～李安導演作品淺覽 嶺東中學 入選 

銅板美食大暴走 嶺東中學 入選 

台灣本土劇對觀眾的影響之研究----以台中大雅地區為例 豐原高中 入選 

創意 SMD LED 時鐘 羅東高工 入選 

全新黃綠紅，健康跟著走 霧峰農工 入選 

大陸遊客對台灣故宮之印象調查 蘭陽女中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