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時間

1 專題名 指導老 黃仁鵬 14:00~14:15

49890073 49890085 49890087 49890901

何長億 謝桂瑛 周哲緯 黃竑凱

分數

2 專題名 指導老 黃仁鵬 14:15~14:30

49890141 49890142 49890151 49890915

凃安駿 張永昇 林秉達 萬栢誠

分數

3 專題名 指導老 蔡獻堂 14:30~14:45

49890004 49890032 49890084

顏妙真 莊季分 許惠琴

分數

4 專題名 指導老 蔡獻堂 14:45~15:00

49890028 49890093 49890094

江秉閎 張家銘 曾懷寬

分數

5
專題名

稱

指導老

師
汪美香 15:00~15:15

49890121 49890127

魏志誠 胡珈禎

分數

6 專題名 指導老 汪美香 15:15~15:30

49870923 49890910 49890914 49890925

翁婉瑄 陳奕廷 陳怡琇 張嘉文

分數

7 專題名 指導老 王裕華 15:30~15:45

49890035 49890114 49890116 49890120

郭育岑 鄭郁馨 李懿酈 王筱筠

分數

8 專題名 指導老 王裕華 15:45~16:00

49890152 49890153 49890174

黃鈺傑 柯伯勳 陳冠予

分數

A組 地點：L307-1  主持人：汪美香 

組員

另加一位資工系xxx老師。

前往資工系擔任評分老師的次序為：1. 蔡獻堂、2. 黃仁鵬、3. 汪美香、4. 王裕華。

約會秘書MyDATE

組員

about memory

組員

組員

「南」以忘懷

虛擬導覽

以Android架構為基礎之「緊

急應變措施」應用程式

組員

組員

組員

網路試衣間

派遣服務網

嬰幼兒照護app

組員



9 專題名 指導老 邱顯光 14:00~14:15

49890025 49890029 49890078

李思賢 鄭仲凱 林霈莛

分數

10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志達 14:15~14:30

49852018 49890001 49890070 49890086

蘇柏銘 盧珏志 陳靖文 劉育維

分數

11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志達 14:30~14:45

49890144 49890147 49890149 49890156

鄧琪芬 賴鈺筑 翁誠駿 林思妤

分數

12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志達 14:45~15:00

49890061 49890064 49890065 49890175

蕭覆毅 賴秉宥 盧彥均 郭家宇

分數

13 專題名 指導老 王派洲 15:00~15:15

49890039 49890044 49890129

林宜葶 鄭偉翰 黃理聰

分數

14 專題名 指導老 王派洲 15:15~15:30

49890045 49890117 49890132

陳柔蓁 李勁寬 李雅雯

分數

15 專題名 指導老 吳昭儀 15:30~15:45

49890009 49890126 49890131 49890133

洪晨泰 王俊杰 廖祐璋 徐韻勝

分數

16 專題名 指導老 楊棠堯 15:45~16:00

49890016 49890054 49890063 49890912

黃嘉琪 林雅雲 王薇雅 林佩瑤

分數

17 專題名 指導老 楊棠堯 16:00~16:15

49890140 49890148 49890155 49890160

李芷芳 廖昶智 黃依琳 陳光榮

分數

B組 地點：L310 主持人：王派洲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Eye運動

行動化個人健康助理

貼身祕書

網拍達人行動ERP系統

NoteMyDay

享樂Go!!

簡訊雲端管理

另加一位資工系xxx老師。

前往資工系擔任評分老師的次序為：1. 王派洲、2. 陳志達、3. 邱顯光、4. 吳昭儀、5. 楊棠堯。

組員

Android App行動志工小飛俠

行動e-Book



18 專題名 指導老 童冠燁 14:00~14:15

49890074 49890081 49890083 49890098

許修綸 陳茂獻 卓政勳 李宜霖

分數

19 專題名 指導老 童冠燁 14:15~14:30

49890157 49890163 49890166 49890167

薛羽辰 陳定豐 賴仕融 黃立仁

分數

20 專題名 指導老 林振盛 14:30~14:45

49890002 49890030 49890092

郭佳玲 章興宜 呂彥儒

分數

21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偉業 14:45~15:00

49890022 49890088 49890100 49890917

王振庭 郭建宏 林文瀚 古志民

分數

22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偉業 15:00~15:15

49890011 49890105 49890109 49890115

李彥宏 賴俊翔 施孟瑋 陳泰安

分數

23 專題名 指導老 李南逸 15:15~15:30

49890046 49890047 49890050 49890908

陳靜如 李世南 鄭名軒 趙雋中

分數

24 專題名 指導老 李南逸 15:30~15:45

49890042 49890048 49890049

戴妤亘 劉昱昕 謝忠諺

分數

25 專題名 指導老 郭建明 15:45~16:00

49890107 49890108 49890128 49890139

簡恩霖 曾再偉 楊哲銘 何瑞箕

分數

26
專題名

稱

指導老

師
郭建明 16:00~16:15

49890013 49890015 49890017 49890060

周毓庭 吳秀梅 戴敏如 周思含

分數

C組 地點：L312-2 主持人：陳偉業

組員

虛實整合數位式教學輔助教

Find Phone(app)

組員

線上客製化服飾網頁經營

組員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導覽

組員

線上測驗編輯系統

組員

烏拉拉村的寶刀傳說

另加一位資工系xxx老師。

前往資工系擔任評分老師的次序為：1. 陳偉業、2. 童冠燁、3. 林振盛、4. 李南逸、5. 郭建明。

專業領域辭典電腦輔助撰寫

方法與系統

南台校園暨周邊導覽

夜市導覽(手機板)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27 專題名 指導老 吳盛 14:00~14:15

49890033 49890075 49890077 49890079

郭晉嘉 陳耿寬 王健治 徐漢鵬

分數

28 專題名 指導老 吳盛 14:15~14:30

49890110 49890118 49890124

王允明 李振瑋 葉清華

分數

29 專題名 指導老 王鼎超 14:30~14:45

49890003 49890019 49890082 49890903

鄭汶慈 林孟樺 楊雅茹 孟憲倫

分數

30 專題名 指導老 王鼎超 14:45~15:00

49890024 49890076 49890090 49890919

楊耀勝 黃孟文 房宏澤 簡宏達

分數

31
專題名

稱

指導老

師
張儀興 15:00~15:15

49752904 49752908 49890137 49890921

黃崇益 王啓信 翁聖智 李政憲

分數

32 專題名 指導老 張儀興 15:15~15:30

4980H006 4980H007 49890154 49890173

簡羽良 李昶宏 林育伶 林怡均

分數

33 專題名 指導老 蘇建郡 15:30~15:45

49890040 49890119

許慈芸 鄭文棋

分數

34 專題名 指導老 蘇建郡 15:45~16:00

49890138 49890905 49890909

郭宗仁 穆維德 楊耀成

分數

線上測驗題庫系統

吃喝玩樂盡在-花園夜市

D組 地點：L405 主持人：王鼎超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ETOS

金榜題名手機拜拜應用程式

滑進新台幣

另加一位資工系xxx老師。

前往資工系擔任評分老師的次序為：1. 王鼎超、2. 張儀興、3. 吳盛、4. 蘇建郡。

教學式遊戲網站-驅肉者聯盟

渡河益智暨邏輯學習發展遊

以Kinect開發遊戲式英文單字

學習系統

組員

組員

組員



35 專題名 指導老 王博文 14:00~14:15

49890021 49890034 49890080

彭雅琴 紀姵妏 柯佩菱

分數

36 專題名 指導老 王博文 14:15~14:30

49890922 498F0109 49590081

林慈敏 楊銘華 陳夆名

分數

37 專題名 指導老 黃惠苓 14:30~14:45

49890072 49890099 49890122

嚴仁壕 施文傑 趙志桓

分數

38 專題名 指導老 黃惠苓 14:45~15:00

497E0046 49890023 49890071 49890096

許楷御 曾憲均 張皓翔 徐郁強

分數

39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垂呈 15:00~15:15

49890020 49890026 49890027 49890067

曾俊達 郭雅婷 張婉貞 陳建佑

分數

40 專題名 指導老 陳垂呈 15:15~15:30

49890006 49890036 49890041 49890123

李佾謙 劉又菁 楊純真 張峯堃

分數

41 專題名 指導老 陳俊男 15:30~15:45

49890062 49890164 49890176 49890177

黃君茹 曾品維 顏婉萱 吳陳思

分數

42 專題名 指導老 陳俊男 15:45~16:00

49890014 49890145 49890150 49890172

曾郁中 李家銘 何建勳 林宏謙

分數

43 專題名 指導老 陳炳文 16:00~16:15

49890051 49890057 49890058 49890168

楊竣幃 高義貴 陳宗勵 陳貴鈺

分數

麻雀變鳳凰

小投資大贏家

組員

In Join

組員

氣象王牌播報員

組員

台南古都旅遊資訊

未定

同窗

TQC Dreamweaver CS4 測試

E組 地點：L501 主持人：陳垂呈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另加一位資工系xxx老師。

前往資工系擔任評分老師的次序為：1. 陳垂呈、2. 王博文、3. 陳炳文、4. 黃惠苓、5. 陳俊男。

跑腿王論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