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號 隊伍名稱 學校 聯絡人

A01 檬學園 中國文化大學 吳O珊
A02 檸聚力 中國文化大學 戴O
A03 檸檬小分隊 中國文化大學 林O倫
A04 檸檬棒蛋糕 中國文化大學 湯O琁
A05 人英107 元智大學 程O
A06 人社勝利組 元智大學 廖O晴
A07 如菓是我 元智大學 徐O薇
A08 吸吸Lemon 元智大學 蔡O宇
A09 認真學習隊 元智大學 紀O
A10 出來吧雷夢 元智大學 李O瑄
A11 爸媽說的都隊 元智大學 余O揚
A12 Chill hihi 元智大學 許O瑜
A13 天才衝衝衝 元智大學 施O均
A14 老師說的都隊 元智大學 蔡O之
A15 世界集團董事會 世新大學 蘇O淳
A16 皮卡丘比特 世新大學 劉O欣
A17 杜老師領軍第十一軍團🐲 世新大學 吳O毅
A18 芋頭椰奶西米露 世新大學 林O萱
A19 連中五元 世新大學 洪O檸
A20 葡萄酸檸檬甜 世新大學 連O芳
A21 檸聚力 世新大學 陳O霖
A22 萊姆☆少女 台北商業大學 施O安
A23 高矮胖瘦 育達科技大學 朱O珊
A24 校園五蛋 致理科技大學 陳O睿
A25 六六六軍團 致理科技大學 林O萱
A26 只願有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田O捷
A27 霸子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施O青
A28 蜜漬檸檬 臺北市立大學 吳O融
A29 呱呱呱 臺北商業大學 宋O運
A30 我愛貓咪 臺灣大學 黃O誠
A31 Beason 銘傳大學 謝O澐
A32 開開心心學行銷 銘傳大學 陳O湘晴
A33 大四瑄楊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官O宸
A34 P.S. the best 臺灣科技大學 楊O淇
A35 C.C.lemon特攻隊 崑山科技大學 蘇O玲
A36 KSU Lemon tree 崑山科技大學 黃O婷
A37 哈嚕2282 崑山科技大學 胡O芸
A38 崑山並蹦叫 崑山科技大學 陳O琳
A39 超級特攻隊 崑山科技大學 林O竺
A40 蕾萌蹦蹦 崑山科技大學 靳O姈
A41 MJ@house 虎尾科技大學 陳O宜
A42 Wonder Girls 南台科技大學 卓O妤
A43 白開水 南臺科技大學 翁O芹
A44 星夢勝羽 屏東大學 黃O芙
A45 偉博幫 屏東大學 廖O程
A46 猩猩吃咖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古O瑜
A47 檬檬站起來 國立屏東大學 陳O璇



A48 檸檬群聚罰三萬 國立屏東大學 張O蜜
A49 小檬星隊 國立屏東大學校 鍾O曈
A50 剛好遇見檸 國立嘉義大學 白O凱
A51 魚什錦拌飯 雲林科技大學 黃O晴
A52 檸檬糾察隊 雲林科技大學 何O倫
A53 檸檬與它們的產地 義守大學 洪O涵
A54 我就是隊 中台科技大學 吳O庠
A55 盛夏光年-剩食光盤 中台科技大學 楊O丞
A56 "香"遇-平衡腳墊 中臺科技大學 孫O振
A57 哆啦派夢 中臺科技大學 盧O維
A58 玖都媽隊 台中科技大學 劉O益
A59 濛濛森林 台中科技大學 陳O于
A60 三隻菜鳥啄檸檬 弘光科技大學 黃O豪
A61 布丁奶茶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O亨
A62 ㄓㄨ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黃O云
A63 Paper Airplane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雷O庭
A64 窮追檬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葉O青
A65 壹參玖零 逢甲大學 陳O予
A66 Gummy bear 逢甲大學 曾O宇
A67 行銷專題其中一組 逢甲大學 鍾O
A68 可以大聲一點嗎 逢甲大學 張O均
A69 吳所謂 逢甲大學 吳O花
A70 忘記了 逢甲大學 蔡O珊
A71 國貿三 逢甲大學 曾O菱
A72 想見檸 逢甲大學 蘇O翔
A73 檸檬大聖 逢甲大學 張O翊
A74 癡心絕隊 朝陽科技大學 洪O凱
A75 檸‧好 朝陽科技大學 蔡O芸
A76 Lemozon 朝陽科技大學 翁O鴻
A77 反正不會進決賽 朝陽科技大學 張O瑜
A78 天檸檸 地檸檸 拯救綠珍珠 朝陽科技大學 張O岱
A79 左心有檸 朝陽科技大學 林O汝
A80 沒錢只能爛 朝陽科技大學 傅O軒
A81 奇寶檬兵 朝陽科技大學 陳O瑄
A82 承「檬」「檸」的照顧 朝陽科技大學 李O倩
A83 披荊斬棘的大樹 朝陽科技大學 蔡O宜
A84 拖拖 朝陽科技大學 羅O諭
A85 阿拉花呱 朝陽科技大學 盧O昀
A86 哈嘍檸好 朝陽科技大學 林O雅
A87 春日部防餵隊 朝陽科技大學 陳O綾
A88 雷夢休假 朝陽科技大學 陳O維
A89 馬力lemon露 朝陽科技大學 謝O欣
A90 婦愁者聯盟 朝陽科技大學 潘O維
A91 第九組 朝陽科技大學 簡O育
A92 雀食牛逼 朝陽科技大學 曾O承
A93 向日葵幼幼班 朝陽科技大學 陳O靜
A94 猴甲檸檬 朝陽科技大學 吳O虹
A95 琳萌隊 朝陽科技大學 王O綾



A96 脾氣火爆211 朝陽科技大學 賴O芊
A97 雷蒙藍波萬 朝陽科技大學 鄧O汶
A98 劈哩啪啦碰 朝陽科技大學 朱O儀
A99 檬娜麗莎 朝陽科技大學 熊O嘉
A100 檸悟 朝陽科技大學 陳O萱
A101 青春one 朝陽科技大學 阮O英
A102 一隻鉛筆 朝陽科技大學 陳O榆
A103 休閒沒有很會玩 朝陽科技大學 施O鈞
A104 檸聚在心 朝陽科技大學 賴O馨
A105 A!E起去檸檬森林 朝陽科技大學 林O瑄
A106 檸檬666 朝陽科技大學 黃O昫
A107 霹靂小組 朝陽科技大學 林O均
A108 行銷gogo 朝陽科技大學 江O蓁
A109 檸可好 朝陽科技大學 曾O瑜
A110 可頌隊 朝陽科技大學 宋O蔚
A111 鳩占鵲巢檸檬茶 僑光科技大學 吳O萱
A112 LemonDay 彰化師大 吳O霈
A113 圓檬之旅 彰化師範大學 林O緣
A114 good more檸 臺中科技大學 汪O汝
A115 哈波宅砲團 臺中科技大學 俞O翔
A116 萌檬4朵花 臺中科技大學 羅O玥
A117 不贏怎麼隊 嶺東科技大學 林O煜

總參與學校 總報名隊伍數 參賽隊伍總人數
26 117 604



參與學校 報名隊伍數
中國文化大學 4
元智大學 10
世新大學 7
台北商業大學 3
育達科技大學 1
致理科技大學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
臺北市立大學 1
臺灣大學 1
銘傳大學 2
臺灣科技大學 2
崑山科技大學 6
南台科技大學 2
屏東大學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
國立嘉義大學 1
雲林科技大學 2
義守大學 1
中台科技大學 4
台中科技大學 8
弘光科技大學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
逢甲大學 9
朝陽科技大學 37
僑光科技大學 1
嶺東科技大學 1

總參與學校 總報名隊伍數
26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