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稱 得獎團隊/競賽名稱 競賽項目 競賽獎項 活動日 指導老師(一) 學生(一) 主辦單位

『遮蘭洋行』之行

銷簡報

『Zeelandia』團隊/2017全國大

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
英文行銷簡報 第一名 2017/5/13

楊維珍、朱美

琴、林佳駿

賴乙慈、洪堉純、王俊富、

陳語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與經營系、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商學院

『遮蘭洋行』之參

展策畫

『Zeelandia』團隊/2017全國大

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
總成績 第二名 2017/5/13

楊維珍、朱美

琴、張淑玲、許

竹君、林佳駿

鄭綵薰、楊宏竣、王俐文、

陳慧穎、趙泉鑫、李曉芹、

侯雯淳、曾怡津、賴乙慈、

洪堉純、林鐸任、陳楚貽、

陳翔裕、葛永鑫、王妍方、

江玉婷、李韋靜、陳珮瑜、

王俊富、陳語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與經營系、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商學院

『遮蘭洋行』之展

場設計

『Zeelandia』團隊/2017全國大

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
展場設計佈置 佳作 2017/5/13

楊維珍、朱美

琴、林佳駿

陳珮瑜、侯雯淳、曾怡津、

陳翔裕、李韋靜、江玉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與經營系、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商學院

『遮蘭洋行』之現

場商品解說

『Zeelandia』團隊/2017全國大

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
現場英文解說 第三名 2017/5/13

楊維珍、朱美

琴、張淑玲、林

佳駿

鄭綵薰、楊宏竣、王俐文、

林鐸任、陳楚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與經營系、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商學院

『遮蘭洋行』之現

場商品解說

『Zeelandia』團隊/2017全國大

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
現場中文解說 佳作 2017/5/13

楊維珍、朱美

琴、許竹君、林

佳駿

陳慧穎、趙泉鑫、李曉芹、

葛永鑫、王妍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與經營系、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商學院

『遮蘭洋行』品牌

策畫
2017年全球品牌策劃大賽 台灣區競賽 優勝 2017/5/6 楊維珍、林佳駿

潘昱臻、林修民、蔡旻蓉、

甘欣以、劉子嘉

逢甲大學商管教育創新中

心、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Spin Hanger』中

文商品解說

2017全國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

商品解說模擬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團體獎中文組
第一名 2017/5/20 楊維珍、林佳駿

趙泉鑫、王妍方、莊祐甄、

陳依靖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桑格莉亞』中文

商品解說

『Sangria』團隊/2017全國會展

教育論壇暨國際商品解說模擬

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團體獎《中文組》
佳作 2017/5/20 楊維珍、林佳駿

蔡昕螢、徐佳蓉、朱姵蓉、

曹心怡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Sangria』英文商

品解說

2017全國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

商品解說模擬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團體獎《英文組》
佳作 2017/5/20 楊維珍、朱美琴

侯雯淳、葛永鑫、王俐文、

郭郁祥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Spin Hanger』中

文商品解說

『Spin Hanger』團隊/2017全國

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商品解說

模擬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個人獎《中文組》
第二名 2017/5/20 楊維珍、林佳駿 趙泉鑫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Spin Hanger』中

文商品解說

『Spin Hanger』團隊/2017全國

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商品解說

模擬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個人獎《中文組》
第三名 2017/5/20 楊維珍、林佳駿 王妍方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Spin Hanger』中

文商品解說

『Spin Hanger』團隊/2017全國

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商品解說

模擬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個人獎《中文組》
佳作 2017/5/20 楊維珍、林佳駿 莊祐甄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Sangria』英文商

品解說

『Sangria』團隊/2017全國會展

教育論壇暨國際商品解說模擬

競賽

最佳展覽商品解說

個人獎《英文組》
佳作 2017/5/20 楊維珍、朱美琴 葛永鑫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INTERNET)互聯

網商務實戰擂台賽

(INTERNET)團隊/2016全國大

專院校互聯網商務實戰擂台賽

互聯網商務實戰擂

台賽(特別獎)
特別獎 2017/5/31 朱美琴

黃詩綺、劉昭瑜、方美筑、

高嘉璘、盧德威

財團法人台灣產學研合作發

展策進會、合潤國際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pend Your

Vision-Jungle Angle

Sunglasses for Kid)

英語商品解說

(Expend Your Vision-Jungle

Angle Sunglasses for Kid)團隊

/2017全國會展教育論壇暨國際

商品解說模擬競賽

英語商品解說 佳作 2017/5/20 朱美琴
董尚宏、方美筑、高嘉璘、

盧德威

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

語複譯研究所、文藻外語大

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

學程、樹德科技大學、倍嘉

國際會展有限公司

(FUN開你的視野-

彪樺兒童太陽眼鏡)

中文商品解說

(FUN開你的視野-彪樺兒童太陽

眼鏡)團隊

2017全國會展教育

論壇暨國際商品解

說模擬競賽

第二名 2017/5/20 朱美琴
黃詩綺、劉昭瑜、方美筑、

高嘉璘、盧德威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實踐大

學

(INTERNET)互聯

網商務實戰擂台賽

(INTERNET)團隊/2016全國大

專院校互聯網商務實戰擂台賽

互聯網商務實戰擂

台賽(民生食品類)
第二名 2017/5/31 朱美琴

黃詩綺、劉昭瑜、方美筑、

高嘉璘、盧德威

財團法人台灣產學研合作發

展策進會、合潤國際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遮蘭洋行』品牌

策畫

『遮蘭洋行』團隊/2017年全球

品牌策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2017年全球品牌策

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Gold

Category(

金質獎)

2017/6/12 楊維珍、林佳駿
潘昱臻、林修民、蔡旻蓉、

甘欣以、劉子嘉
全球華人營銷聯盟

『遮蘭洋行』品牌

策畫

『遮蘭洋行』團隊/2017年全球

品牌策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2017年全球品牌策

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Champion(

總冠軍)
2017/6/12 楊維珍、林佳駿

潘昱臻、林修民、蔡旻蓉、

甘欣以、劉子嘉
全球華人營銷聯盟

『遮蘭洋行』品牌

策畫

『遮蘭洋行』團隊/2017年全球

品牌策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2017年全球品牌策

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Best

performanc

e(最佳展

示獎)

2017/6/12 楊維珍、林佳駿
潘昱臻、林修民、蔡旻蓉、

甘欣以、劉子嘉
全球華人營銷聯盟

『遮蘭洋行』品牌

策畫

『遮蘭洋行』團隊/2017年全球

品牌策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2017年全球品牌策

劃大賽-全球總決賽

Best

Report(最

佳報告獎)

2017/6/12 楊維珍、林佳駿
潘昱臻、林修民、蔡旻蓉、

甘欣以、劉子嘉
全球華人營銷聯盟

金興社區行銷套裝

規劃與社區百年產

業推廣

瀟灑巧思/第五屆「2017 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

銷與創業競賽」

Linker行銷文案企

劃組

最佳創意

行銷獎
2017/6/23 梁文科

陳政瑋、羅筱詩、王婉純、

陳芷琦

彰化縣政府、彰化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Linker商店街

聯盟、騏璣資訊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