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 高中職 國內旅遊組 

賽序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CH1-05 優勝 樂遊宜蘭—樂齡好 young 黃文伶 林倖慈 張培琪 盧珮蓁 

CH1-02 優勝 一步一腳印，前進 FIRE果旅 王喻慧 王珮璇 黃瑜柔 吳帆羚 

CH1-01 優勝 遇見良緣，梅問題 林佳玟 黃姝媛 龔桂瑛 劉宜貞 

CH1-03 優勝 親遊台灣，果南好行 于姿勤 林怡青 謝宜詞 蕭淳良 

CH1-04 優勝 樂遊台中 一「童」採「果」趣 陳心榆 黃玫禎 葉怡汝 蒲靜玟 

CH1-06 佳作 FUN遊北台灣，採果體驗趣 蔣宜庭 賴沛夆 林珉如 陳威儒 

CH1-10 佳作 芒碌生活找樂去，Fun鬆出遊龍歡喜 王元聖 邱怡瑄 黃子珊 

CH1-11 佳作 穿過【芒】茫人海玉見你  只為【蜜】中註定心蓮心 陳婷 唐綺妤 李宜蓁 

CH1-08 佳作 水果之旅，我們一起去郊遊 王誠靖 卓逸芳 洪采玥 陳佳欣 

 

  



中區 高中職 來台旅客組 

賽序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CH2-03 優勝 朝思『穆』享，『藝』遊台灣 吳秐臻 邱妙菁 蕭郁旋 何姵蓉 

CH2-02 優勝 藝遊未盡 磚情台灣 黃玉婷 黃佳陽 劉佩瑩 柯妤婕 

CH2-01 優勝 藝起放心 遊「たいわん」 鄭富桐 侯欣汝 吳奕嫻 陳彥臻 

CH2-05 優勝 親子「童」遊，「藝」起向北 葉玟琳 陳冠宇 蔡宜芬 游子妍 

CH2-06 優勝 濃情蜜「藝」 「港」動你心 張雅婷 陳佳蕙 林怡廷 張筱玲 

CH2-04 佳作 
「穆」名而來 ‧「藝」猶未盡 TAIWAN Always More 

Delights 
陳品芝 

CH2-07 佳作 韓我們藝起漫漫玩 吳雅婷 葉佩鷹 黃盈軒 葉怡萱 

 

  



中區 大專院校 國內旅遊組 

賽序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CU1-26 優勝 掌握仙跡 親雲萬里 李長紘 王致鴻 許庭瑜 

CU1-11 優勝 兒梅皓齒， 鳳冠霞枇。 陳品穎 蕭珮羽 陳芃卉 李雨靜 

CU1-13 優勝 果不其然『彰』得你心 陳芷嵐 王耀鋒 林郁竣 蔡芸宜 

CU1-24 優勝 果香好濃 黃勝彬 周芳妤 劉珮瑜 蕭怡萱 

CU1-29 優勝 橙黃橘綠時最莓好 王邵儀 鄭伊玲 張慈欣 劉良竑 

CU1-05 佳作 大手牽小手-育見王果 黃鈺雯 廖俞鈞 徐靜雯 黃榆庭 

CU1-12 佳作 南旺˙心旅行 吳欣佩 胡姿誼 陳柔羽 陳郁儒 

CU1-18 佳作 果香葛瑪蘭 李詩瑜 程詩雯 吳沛漩 趙鈞珮 

CU1-06 佳作 「芒」茫人海「玉」見你 莊雅嵐 陳俞文 黃怡婷 劉宴伶 

CU1-23 佳作 果南好農-彰開雙手採起來 葉品蓮 柯雅欣 薛卉伶 

CU1-22 佳作 牽手蕉遊 林宣佑 何哲名 白沂晴 謝宜靜 

CU1-14 佳作 親「宜」夏，果真好滋味 鄭素昕 梁家玲 孫譓娟 張喻捷 

CU1-21 佳作 憶童趣”彰”屋 張啟源 柯諭君 李美瑩 

CU1-02 佳作 果境之南 蕭婉茹 吳宜庭 陳妤欣 張弼喻 

CU1-07 佳作 摘到好歸宿 吳佩穎 周思旻 林睿青 黃聖方 

CU1-27 佳作 旺籽成龍鳳 郭佳螢 方亞瑜 劉佳琳 李穎茵 

CU1-34 佳作 南來逗陣 嘉水果 陳滋妤 陳惠如 張雅淋 楊翎瓏 

CU1-25 佳作 遊蓮旺返 駱靖雯 陳勝芬 廖昱雯 游宜蓉 

CU1-15 佳作 「愛不礙 」：花東，Let釋 go 邱翊涵 王怡婷 張詠涵 林沛瀅 

 

  



中區 大專院校 來台旅客組 

賽序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CU2-01 優勝 There's Nothing Like Taiwan Let Lady's Soul Fly 呂緗翎 魏凡晞 蔡佳晏 蘇怡萍 

CU2-10 優勝 大手拉小手-「原」木求「藝」 王淳妁 鄒甄庭 顏育鋒 賴佳慧 

CU2-05 優勝 花原藝遊趣 林怡茜 陳筱琪 楊承縈 陳宛妤 

CU2-13 優勝 呢喃藝語 廖珮辰 楊龍瑩 歐佳妮 廖珮妤 

CU2-06 優勝 すごい，台玩藝級棒 柯佳宜 張芳瑜 陳映璇 黃亭雅 

CU2-03 佳作 雙北銀夏季 王亞萱 郭思涵 陳沛羽 王嘉妤 

CU2-04 佳作 綠山風情與我相鍊 廖珮雯 趙金娟 藍若瑄 

CU2-07 佳作 藝起愛台灣 Love Together，Craft Together 朱潁馨 程佳琳 

CU2-12 佳作 遊桐山趣 黃美英 許語彤 林庭筠 黃安怡 

CU2-08 佳作 嫩草旅行社 李倢綉 李亞娣 劉又漩 蘇思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