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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序號 學  校 組  名 組    員 

1.  銘傳大學 感謝有你 郭家彣、曹媛婷、謝孟璇、李宜芬、張芷寧 

2.  大葉大學 宇宙企劃火箭隊 吳芸婷、郭芮辰、翁郁昕、王志杰、陳鈺婷、張家綺 

3.  銘傳大學 因為鎮豪遇見你 謝鎮豪、宗宜璇、陳書荷、劉冠良、列繼歡 

4.  崑山科技大學 老雜 王冠瑾、陳品汝、姚皖屏、郭盈岑、張倩御、蔡綸 

5.  政治大學 快樂夥伴 林彥宏、邱俊翰、林彥志、鮑  玉、林宗謀、凌郁涵 

6.  政治大學 陳瑄 陳  瑄、劉人鳳、劉亭妤、潘瑛瑛、鄭雅文、張淑芬 

7.  政治大學 PR99 丁品涵、杜承儒、劉俋伶、柳力愷、陳彥蓉 

8.  銘傳大學 六六六 張敏兒、李澐蓁、鄒欣街、竇伊寧、劉琪珊、潘品瑜 

9.  崑山科技大學 艾倫蘋果 王柏文、徐子涵、林詩閔、陳怡蓁、沈倖羽 

10.  元智大學 史卓貝瑞 吳宛臻、管伊心、吳若慈、簡吟竹、何家萱 

11.  佛光大學 田茹宜 田茹宜、李會平、莊璟妤、黃柏瑜、王雨彤、陳駿逸 

12.  世新大學 打破他女子團體 汪姵樺、高翊芳、余思樺、賴冠妤、余文茜、盧怡廷 

13.  崑山科技大學 SHOW 一波 余明蒨、楊涴婷、陳怡秀、陳冠鈞 

14.  世新大學 宵夜配腦漿 2.0 謝佳利、張庭慈、韋可雙、高憶瑄、李欣琦、李珊薰 

15.  崑山科技大學 我也 4 蘇子希、蔡旻穎、唐穎柔、林韋瑄、王渝均、伍芷晴 

16.  崑山科技大學 旭東吉日所 林沛萱、林家葦、蔡孟學、廖育慶、李建宏、謝佳霖 

17.  輔仁大學 豐滿翹臀 石逸帆、張可宸、廖梓傑、吳亭臻、龐惠君、吳承遠 

18.  輔仁大學 拍照要比 V 俞雪嫣、朱胤融、吳一茗、洪寶格、高詠蓁、莊語綺 

19.  崑山科技大學 玫瑰有刺  李佳菱、林儷庭、曾佩文、鄭幸芸、許哲瑋、黃宇倢 

20.  政治大學 房祖名 沈鈴潔、潘新露、徐尚謙、謝家萍、魏弘禎 

21.  崑山科技大學 國民好友 羅儀璟、陳誼蓁、鄭芳如、林錫甫、陳依芃 

22.  崑山科技大學 捌年級特攻隊 蘇盈卉、周愷琪、李佳瑩、陳郁璇、葉潔愉 

23.  崑山科技大學 我討厭這世界 石勝紘、林侑潔、周仕昌、黃家莉、王羿嵐、林貴清 

24.  朝陽科技大學 好夥伴 陳思諭、李昀庭、劉怡琪、顏其安、付煒琳 

25.  政治大學 六點五十九分 許鈞雅、周朝勻、賴冠穎、郭倩華、林佳俊、陳欣廷 

26.  崑山科技大學 老玩童 江佩紋、陳奕晴、孫菀汜、陳昱廷 

27.  銘傳大學 無名小卒 陳孟婕、張慧婷、許禾沂、張凱欣、伍善鈴、李奉瑤 

28.  銘傳大學 星期一 詹嘉楠、陳銘浚、黃笑盈、劉  峰、毛芮涵 

29.  銘傳大學 蔡陳林錢 陳愉昕、林廷娟、蔡沁榆、錢憶薇、陳璟蓉、陳儀璇 

30.  世新大學 永遠 18 歲 鄭雅薇、黃乙軒、邊貽如、李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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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世新大學 那群人 蔡沛軒、劉芷瑜、林育莉、林韻心、廖家家、沈家安 

32.  世新大學 什麼叫做愛 楊善傑、陳奕帆、陳震毅、梁苙莛、楊語謙 

33.  世新大學 即刻大冒險 李俊澤、韓邦語、黃羽葶、萬丹琪、陳俐瑾、張嘉芮 

34.  朝陽科技大學 靈芝草人嗶啵隊 李芯誼、梅芷婕、張芷菱、徐子璇、李宜貞、蔡亞琪 

35.  崑山科技大學 七桃戰隊 余惠婷、吳尹文、黃文琪、劉欣蓓、張欣瑜、吳涵蓉 

36.  輔仁大學 APRICOT 徐唯珊、陳萱慧、詹哲昌、陳宇堯、何宗達  

37.  世新大學 左右臨停 莊子霆、潘彥霖、曾佐仁、林紫右 

38.  世新大學 銀髮動起來！ 黃嘉慧、王  婷、陳柏樺、許涵茹 

39.  朝陽科技大學 不怕麻煩公關公司 陳智雍、林玫均、張佳玉、曾靖傑、吳  玟、謝佳臻 

40.  政治大學 地毯式小貓咪戰隊 吳怜音、林依萱、許晏甄、高旻琪、方立妍、黃禹翔 

41.  政治大學 3.1215 柯乃文、黃俊元、黃閔貞、邵逸心、歐曉棋、段又瑄 

42.  政治大學 六個臭皮匠 許雯晴、蔡念容、劉羽凡、黃瀧仙、戴彤恩、林岳柔 

43.  元智大學 真心換真情 陳泓叡、黃冠達、許書瑋、劉逸玟、丁雋宸 

44.  政治大學 老少咸宜 楊俊宏、洪  馨、許伊庭、吳建翰、劉宇馨 

45.  世新大學 學費五萬八 周志翰、賴湘云、王烜薈、梁九惠、李華翊、葉淳安 

46.  政治大學 與嬷同行 陳  瑄、鄭雅文、劉人鳳、張淑芬、潘瑛瑛、劉亭妤 

47.  南華大學 與您同行 蘇俐婷、劉晏甄、林佩怡、鄭芷蔚 

48.  世新大學 您說的都隊 謝昀潔、廖敏茹、楊安琪、陳子健 

49.  世新大學 渡邊直美美而美 李之尹、廖健翔、王培安、舒詩華、洪郁芊、陳欣怡 

50.  世新大學 Sib 邊 周均澤、詹詠淇、林星彤、張雅筑、范若儀、王韻淇 

51.  銘傳大學 淘寶女人 楊  芸、王亭蕍、楊子葳、何采珈、林翌婷、余佩真 

52.  輔仁大學 痣在必得 郭明勳、黃柏言、郭彥汝、徐聖淇、蔡羽容 

53.  世新大學 假面少女團 黃堉茹、周雨潔、楊雅婷、陳詩孟、劉宜暄 

54.  崑山科技大學 Tuesday 李宜芳、林煜庭、陳怡如、吳怡萱、王繹晴、李宜瑾 

55.  世新大學 小心肝 陳玟心、程郁淇、鄭迦予、李佳瑜、何浩瑄 

56.  崑山科技大學 六六大順 蕭薏珊、洪敏迦、李孟芸、蔡胤忻、王品璇、吳承訓 

57.  崑山科技大學 臭豆壺 趙子睿、蔡宜倫、吳少閎、文柔涵、蔡孟潔 

58.  輔仁大學 泥泥 李冠儀、陳柏蓉、呂芷菱、王莉如、鄭如涵 

59.  輔仁大學 雷達點名 洪顥萱、周琬昀、邱柏維、周經凱、王妤臻、邱維聖 

60.  銘傳大學 姿卉是醜八怪 洪藝珊、陳姿卉、段宜雯、周冠樺 

61.  輔仁大學 灰色黎明 陳書晴、李嘉欣、林香汝、吳俐欣、蔡蓉庭、胡琇雯 

62.  輔仁大學 好好吃飯 王旻錙、梁天樾、毛萌瑜、錢雨晴、邱絃綺、王嘉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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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朝陽科技大學 春日部防衛隊 黃楷茵、李峻緯、林  晏、黃  捷、林怡庭、陳裔玹 

64.  輔仁大學 伍萬塊 姚椀襦、吳子儀、黃筑楨、盛子柔、王淳藝 

65.  元智大學 YZUIB 李奕儒、黃如袖、蔡立威、黃琮凱、潘李玟、黃奕璇 

66.  崑山科技大學 爺奶加糖 劉于甄、李仁凱、楊子宜、鄭惠謙、張文瑄 

67.  輔仁大學 Memory Machine 林海茵、游嘉彤、陳芷媛、陳韻如、陳美儀、饒葦亭 

68.  輔仁大學 做夥 廖奕柔、陳又瑜、許廣俞、方皚瑩、磨佳瑩、陳韻淳 

69.  輔仁大學 跳恰恰 陳鄉鈴、洪郁淳、袁嘉䭲、葉誼蓁、林善瑩、蔡翊伶 

70.  輔仁大學 小夥伴們 詹郁怡、林秉昀、林芷安、洪瑋瑩、程宣儀、林姿廷 

71.  佛光大學 閃亮亮少女 陳彥如、林羿囷、丁巧蘋、林彥伶 

72.  朝陽科技大學 快樂生活享受自由 馮兆良、吳婧葶、程威誌、陳信銘、蕭人偉 

73.  朝陽科技大學 公關實務比賽 馮薇靜、馬筱婷、程一禾、王耀正 

74.  佛光大學 三月半達人 張晨泰、鄧庭妤、許泰翔、陳志琳、林晴雯、藍  璿 

75.  政治大學 新好男人菜瓜布 柯明劭、曾立婷、曾曉菁、楊琮渝、王若珊 

76.  崑山科技大學 O.N.O 李哲宇、毛俊傑、魏芷伶、魏子涵、王筱岑 

77.  元智大學 我也都可以 沈上慈、陳立生、謝佳芸、白雅汶、蔡尹榕 

78.  佛光大學 愛麗絲夢遊仙境 蔡辰翎、張  彤、藍家源、吳家萱、吳婕文、曾若妍 

79.  世新大學 微笑吧羊駝 鄧如岑、李宜庭、王顗婷、張家寧 

80.  南華大學 來嘛～ 林欣德、鍾律瑩、王政雄、楊庭豪 

81.  佛光大學 崛地求生 廖仲瀚、葉怡彤、凃淨慈、陳品穎、謝昀蓁 

82.  崑山科技大學 曉時候 陳玫君、施宜秀、呂郡芳、陳品諭、黃湘淩、張峻維 

83.  輔仁大學 𤸻鯓雃圌墘 呂美秀、楊采軒、王立而、孫沛寧、黃泓維 

84.  南華大學 巭孬嫑混 郭奕君、周嘉琪、鄧光琪、楊晨羽、賴易暘、曹恩輔 

85.  朝陽科技大學 公關公 鄧仲言、黃靖諭、簡加宇、吳依庭、賴亭妤、陳奕珺 

86.  崑山科技大學 仙女散花 王怡婷、鄭佳晏、鄭仲珈、李秦瑜、馮千紜、鄭如媚 

87.  世新大學 放輕鬆 林芷吟、薛郁翎、陳裕欣、張庭昀、鄭宜婷、林千惠 

88.  佛光大學 四塊麥克雞 鄭雅蓮、朱芳儀、葉玉瑄、葉嘉怡 

89.  崑山科技大學 Tsunami 黃嘉琦、陳姿婷、林姿吟、鍾孟璇、陳怡穎 

90.  崑山科技大學 食光機 王嘉鈴、曾馨瑩、蘇玉菱、侯雅卿、蔡雅芃 

91.  崑山科技大學 我要活下去 張瑞峰、郭明祈、莊宜芳、陳庭惠、何凰鈺 

92.  世新大學 「銀」接「青」履

行 

梁珊禕、林亞璇、許淳雨、甘浩求、金奈律  

93.  崑山科技大學 澄金年青 賴柏堯、曾  誠、張  雯、楊雅雯、枋心美 

94.  銘傳大學 外系邊緣人 古靜兒、蔡雅婷、李佳芢、周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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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朝陽科技大學 菜鳥飛翔 林桂月、詹詩祐、林敬霈、吳家淇、黃冠婷、賴沛儒 

96.  輔仁大學 學姊學妹 賀歆詠、廖允盈、李  綺、陳映瑜、谷綺琁 

97.  銘傳大學 菜逼八的莒光園地 蔡凱承、梁倩儀、易星凱、陳業輝、張凱鈞、劉沛錦 

98.  元智大學 一人拿一萬 石方禹、章鎮麟、吳紹瑜、周逸柔、廖士軒 

99.  銘傳大學 無限集團 林秀瑋、溫耀揚、胡筠婕、羅音吟 

100.  世新大學 親顧 吳松霖、余欣芮、陳依婷、林亞蓁 

101.  南華大學 不要問，你會怕！ 曾莉斯、潘上慈、上間佳乃子、凃妤臻、周俊姬、褚

柏強 

102.  朝陽科技大學 台馬港向前衝 郝惟恩、蔡奕輝、劉  穎、魏貝貝、張鳴謙、陸嘉瑜 

103.  輔仁大學 巧遇薯泥 李丞曙、曾巧柔、洪金妮、陳禹彤 

104.  崑山科技大學 GO!6! 溫思涵、洪言甄、李昱蓉、林姵妤、鐘翌萍、謝宛芸 

105.  崑山科技大學 親青時代 王奕晴、江玟萱、蘇郁婷、邱旻珊 

106.  輔仁大學 公關雎鳩 吳榕萱、林哲誼、廖育柔、洪浩哲 

107.  崑山科技大學 橄欖枝工坊 鍾德霖、蕭凱慈、李詒蕎、李  俐 

108.  世新大學 初生之犢不畏虎 蕭瑀慈、馬莘儀、闕郁芬、蔡明倫 

109.  朝陽科技大學 拜託讓我過 黃郁馨、譚  榕、李菁惠、聶瑀佟、劉相涵、梁家綾 

110.  崑山科技大學 NBOne 蔡辰昱、林柏雋、蔡善榮、黃子詹 

111.  南華大學 辛巴 李珮蘭、王俐筑、曾于庭、蔡濰羽 

112.  南華大學 傳播貴婦團 劉廷琪、顏芷芸、張育慈、羅筱祺、杜鈺瑄 

113.  世新大學 大寶寶海鮮燉飯 林子心、楊育文、余勛凱、陳秉億、陸廷育、段成綺 

114.  銘傳大學 金孫齡距離 柯懿庭、邱宜瑄、王禹琳、徐慧倫、林立翔 

115.  佛光大學 一群 87 激不起 鄭臣祐、陳安亭、李秉叡、高至軒、阮政豪 

116.  政治大學 禮拜二不想起床 伍慧君、陳語昕、陳穎萱、陳俊瑜、黃詩懿 

117.  政治大學 AD-ventures 王薏智、蔡心穎、陳瑋琳、沈  悅、洪遵凱 

118.  崑山科技大學 以拉蝦依媽蟹 袁菀妤、陳思璇、吳  泯、林楷翔 

119.  南華大學 思源花生糖 吳心怡、吳佳臻、聶鸝萱、李育慈、陳宏碩、蔡文慶 

120.  朝陽科技大學 斯文比特犬 陳學陽、王  寧、丁慧玟、曾鈺珮、劉先睿、劉宸緯 

121.  佛光大學 佛光幫幫忙 詹凱勝、林承揚、許瀚升、王咨淳、張宗樺、鄭立凡 

122.  世新大學 快樂小夥伴 闕崇恩、陳映如、尚  婷、盧  毅、曾郁珈 

123.  輔仁大學 世代共談 李恩予、劉昱均、彭  晴、葉晉維 

124.  佛光大學 彎生回漁港 陸亭諭、吳亞璞、姜柔羽、許筑涵、鄭琳云 

125.  崑山科技大學 Show 銀 Time 馬曉賢、王國倫、張恩誌、孫成遠、文開弘 

126.  世新大學 最後一組 王祥龍、林誼庭、林于翔、蔡承澔、張文枋、范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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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崑山科技大學 拼一個未來 魏子欣、王慧婷、蘇柏勳、吳亟儒、張硯翔 

128.  崑山科技大學 晨星的光芒 施依玲、廖婉婷、劉欣恬、呂季芹 

129.  世新大學 老人 李宜芳、何秉融、廖逸凡、張志威、黃祖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