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院校組-國內旅遊組 運動觀光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優勝 三生三 SPORT X HEITO 動此動 陳○芃 林○珊 邱○婷   

優勝 如果可以，墾丁憶起 詹○筑 王○丞 張○婷 郭○凌 

優勝 車到南投必有路，南來企去投 葉○伶 王○樺 王○智 洪○瑩 

優勝 刺「基」一「「夏」，飛向「蘭」天 曾○涵 田○萍 林○儀 

優勝 宜起潛進 拿槳下海去！ 諸○如 李○儒 蔡○崢 廖○婷 

優勝 浪子回東，森入台東 劉○君 丁○玉 溫○ 莊○茹 

優勝 動茲奇萊・解鎖未來 陳○ 蔡○儒 朱○涵 陳○晴 

優勝 東進 KOM 漫遊東岸 陳○沅 吳○杰 黃○諺 

優勝 漫漫壹玖山 李○修 蔡○怡 廖○翔 許○珊 

優勝 樂健齊乘，挑戰南投海陸空 劉○如 洪○淯 余○諄 賴○瑄 

優勝 潛蘭山岳 宜起飛行~ 李○晴 葉○彤 曹○柔 劉○萱 

優勝 衝風破浪 踏出角印 賴○蓁 鄒○婷 

優勝 養精蓄銳穩精氣 勇闖南投海陸空 黃○真 

優勝 騎待遇箭你 三力同行 無械可擊 楊○晴 陳○均 陳○龍 侯○心 

優勝 騎進宜蘭之美 邱○齊 江○昊 

佳作 【擁抱陸海】身心靈充電之旅 洪○容 陳○珺 崔○容 

佳作 Fall「櫻」「垃」 蘇○慧 盧○諭 洪○淳 涂○琦 

佳作 FUN4北基宜，時刻都驚奇 葉○彥 楊○謙 陳○瑄 江○萱 

佳作 Let’s Go！海陸雙饗炮 張○心 杜○騏 戴○霆 

佳作 P.S.浪遊藝森 陳○華 王○萱 卓○霖 古○宣 

佳作 大手拉小手 宜童趣郊遊 許○鈞 商○暘 

佳作 心曠神「宜」●「泰」然自得 周○榤 謝○萱 詹○菁 陳○穎 

佳作 休揪漆桃 健康運動，潛入其中 攀上你心 賴○安 黃○君 吳○妤 王○晴 



佳作 全民出走中～海陸空大進擊! 林○瑋 許○瑜 

佳作 年少必須輕狂 盡情揮灑青春 郭○瑩 李○旭 鄭○名 游○祥 

佳作 旭日東升~海陸空之旅 張○信 張○銘 

佳作 東海神域 劉○森 張○菱 江賴○玄 黃○軒 

佳作 知音南尋 蔡○恩 謝○珊 

佳作 花 Young 動青春 宜起追敢跑跳碰 陳○廷 陳○丞 游○宸 許○溢 

佳作 花木(move) 賴○安 黃○君 吳○妤 王○晴 

佳作 花東山水騎遊趣 馬○庭 呂○潔 余○ 許○紋 

佳作 花東情緣  泛你溯造騎跡 陳○亦 駱○廷 楊○俞 陳○華 

佳作 花東戀騎行秘境 - 美好時光之旅 鄭○之 王○妃 朱○偉 焦○武 

佳作 苗繪莓栗之旅 陳○婕 黃○禎 丁○ 蘇○蓁 

佳作 夏運親活 侯○廷 陳○茵 徐○希 羅○萱 

佳作 追溯原史，花縣新天地 趙○威 葉○湞 張○倫 鍾○均 

佳作 動足先基，情韻北宜 李○伶 倪○晶 饒○容 謝○良 

佳作 陸 x海 x 空,運動不只是運動 勞○文 楊○勳 

佳作 農遇山水情 福憩銀力添 吳○璋 

佳作 遊「三」「運」律·「同」行「動」員 林○甫 許○玲 洪○均 張○豪 

佳作 遊「墾」潛「丁」 黃○薰 鄧○傑 陳○億 楊○翔 

佳作 樂活宜蘭,水漾行 黃○琪 黃○媗 陳○廷 詹○琳 

佳作 潛游葛瑪蘭 蕭○如 邱○熒 蔡○翔 曾○瑤 

佳作 翱翔漫花東 碧海樂悠遊 孫○君 張○恕 張廖○茹 

佳作 闖。越龍關 王○凡 黃○豐 唐○葳 巫○葳 

佳作 蠢蠢欲動，探索南投 張○淳 薛○涵 

佳作 鐵馬瘋苗栗-特色文化與古蹟之旅 湯○綺 謝○尤 熊○得 



 

大專院校組-來台旅客組 博物館之旅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優勝 三館二院遊寶島，四季八方客品嘗 黃○達 范○屏 黃○豪 

優勝 台式文化旅程 劉○美 

優勝 台灣故事 於您邂鱉 黃○文 萬○鏡鏡 吳○樺 

優勝 定年旅行 柯○伸 東方○樹 吳○明 劉○ 

優勝 穿越時光蹟 廖○凱 

優勝 時空跳躍吧！寶台文化大作戰 呂○芷 劉○涵 楊○臻 鄭○伶 

優勝 博古通津（一緒に遊ぼう） 郭○翰 張○玲 辛○珊 楊○萱 

優勝 博覽古今 溫故知新 洪○榆 吳○芠 黃○婷 曾○玟 

優勝 暢遊海洋中博覽陸海空 李○彤 吳○萁 顏○彣 

優勝 綺麗博物‧寶島風采 鄭○亭 陳○佑 張○軒 殷○秦 

優勝 穆名而來 歷歷在物 許○婷 高○妤 吳○芳 陳○儀 

優勝 藝遊菁深 梁○琇 黃○明 薛○晴 張○文 

佳作 “藝”起去旅遊 李○雯 王○婷 

佳作 Taiwan南博 One 林○晴 周○鋒 沈○翰 黃○文 

佳作 日日博覽台山水 彭○芸 陳○樺 

佳作 木蘭出征，南能可貴 陳○婷 陳○妏 王○旎 

佳作 北部知性之旅 洪○志 馮○涵 陳○晴 黃○良 

佳作 永原藝起呷雄甜 徐○洹 吳○瑄 高○倢 林○萱 

佳作 探索台中歲月之旅 林○柔 

佳作 尋根 劉○妤 

 



高中職組-國內旅遊組 運動觀光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優勝 「花」現山河美，「休」揪樂悠遊 黃○熙 姜○宸 莊○寧 

優勝 「新新」「桃」去「梅」湖「中」尋找「龍」 彭○暄 胡○璿 蘇○晴 

優勝 『極』度暢快，『限』在開始 Showtime 王○妮 黃○瑜 林○貞 侯○婷  

優勝 一起運動 High 起來 黃○蓁 陳○瑜 

優勝 一騎 play 暢遊花東 洪○昕 吳○慈 賴○妤 韓○真 

優勝 石來運轉 動滋動滋 墾丁悠泥 屏東三日遊 顏○丞 許○婷 蔣○瑄 楊○俐 

優勝 宜蘭山海人 陳○甄 陳○羽 李○菱 黃○庭  

優勝 金夏行大運 魏○柔 高○君 葉○鈞 陳○玲 

優勝 前進「南投」，「三鐵」共 Go 翁○靜 趙○萱 許○寧 吳○菱 

優勝 若花留水 步步生蓮 黃○宣 宋○翰 周○妘 胡○于 

優勝 造浮海洋騎樂無比 范○宇 薛○之 王○茹 林○揚 

優勝 頂太瘋 王○怡 

優勝 愛運動輕旅行 溫○翔 陳○鑫 曾○騰 

優勝 輕一下，生活會更好-親子健走遊高屏 陳○成 柯○祐 江○賢 

優勝 魅力東遊記—出「花」! 齊心協力「宜」起 GO ! 郭○淇 陳○恩 簡○妤 

佳作 上山下海平地走 吳○瑄 楊○恩 莊○珈 

佳作 下課「花」路「米」 陳○甄 周○芝 黃○如 黃○苓 

佳作 山水相「蓮 」，流「蓮」忘返 林○辰 韓○承 江○頤 呂○慧 

佳作 我們「洄」家吧！ 徐○儀 李○雅 陳○昀 陳○叡 

佳作 玩命關頭養成計劃 張○慈 彭○彤 徐○璟 李○均 

佳作 探索 Lamey 孫○徽 許○薆 許○傑 林○珊 

佳作 運育原生 王○惠 黃○德 施○琳 



佳作 運動好好玩 吳○融 許○婷 謝○宸 

佳作 運動觀光旅遊 王○妮 王百誼 張○耀 

佳作 禮(壢)物(屋)兩日綠(隧)石(滬)遊 陳○琦 江○庭 鄭○彤 鄭○晧 

佳作 騎過東台灣 蕭○婷 胡○言 陳○彥 

佳作 飄向「北」方，走「桃桃」 陳○鳳 楊○昀 呂○郁 蔡○皓 

 



高中職組-來台旅客組 博物館之旅 

獎項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優勝 「博」大精深 「澳」妙台灣 張○煖 黃○陵 黃○馨 

優勝 「藝」起 Play to the end「術」說台灣盛宴 許○綸 沈○淇 柯○君 曾○雅 

優勝 Netflix 陳○穎 蔡○庭 陳○蓁 利○貞 

優勝 台灣之心 許○瑜 周○芳 謝○翎 黃○萱 

優勝 台灣時光，「工藝」之旅 紀○君 楊○伃 王○婷 

優勝 夏日博感情 粉台喲 郭○宜 蔡○頴 李○憶 

優勝 深趣博博 林○徽 邱○瑋 劉○銘 張○豪 

優勝 博學泰深奧 漫遊北台灣 蔡○涵 呂○萱 賈○淳 何○珍 

優勝 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黃○甜 

優勝 漂「博」北台，お High 遊 林○潔 莊○蓁 呂○娟 李○苓 

優勝 臺灣好行~博覽古今 曾○芳 葉○安 葉○芬 許○呈 

優勝 遺失的福爾摩沙 劉○雯 姚○榮 謝○鍈 鍾○琳 

優勝 안녕하세요 拚博一夏臺味足，韓妞哈臺趣 黃○容 郭○琳 林○璇 呂○綺 

佳作 「高歷帶」你玩臺灣 林○岑 趙○ 楊○熠 林○萱 

佳作 台灣時光，「工藝」之旅 紀○君 楊○伃 王○婷 

佳作 交錯時光的饗宴 廖○晴 蕭○良 賴○慈 蘇○琍 

佳作 奔跑吧！我與我的大員之旅 糠○柔 童○智 林○賢 陳○瑋 

佳作 南部歷史文化遊 黃○綺 莊○禎 王○心 

佳作 夏日博感情 粉台喲 郭○宜 蔡○頴 李○憶 

佳作 時光與昔日-台灣濃厚的歷史文學 馬○ 莊○淇 黃○蜜 許○瑋 

佳作 博物洽聞 藝文時空 邱○昕 李○憲 黃○詒 陳○霖 

佳作 新術美學 張○鈞 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