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屆國貿商品展各項競賽名次 

組別 名次 班級 主題

第二十五組 第一名 四國一 天皂地設 medimix

第二十八組 第二名 四國一 喝的藝術衫 Drink it wear it

第二十組 第三名 國二B 玉兔鉛筆 RABBIT PEN

第十四組 佳作 國二A 髮現完美 AROMASE

第十七組 佳作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十九組 佳作 國二B 日本戶外潮流休閒品牌 CHUMS

第一組 第一名 國三A 雨中漫步 Rainy Walker

第五組 第二名 國三B 萃格絲南 Tregothana

第六組 第三名 國三B 酒別重逢 TISHBI

第四組 佳作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第九組 佳作 國三C Co-cork

第十八組 第一名 國二B 我的致遊年滑 CABAS

第二十五組 第二名 四國一 天皂地設 medimix

第二十四組 第三名 四國一 組出自我進錶生活 Zu WATCH

第十五組 佳作 國二A 童在一起 Childhood

第十六組 佳作 國二A 大筷朵頤 Da Kuai Duo Yi

第二十一組 佳作 國二C 「客」苦銘心 DESIGN YOURSELF

第十三組 精神獎 國二A 愛成存憶 True love Wedding

第十七組 精神獎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二十六組 精神獎 四國一 匠心獨具 CHU YU

第七組 第一名 國三B 錄影隨行 Supercam

第六組 第二名 國三B 酒別重逢 TISHBI

第四組 第三名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第二組 佳作 國三A 麻先生和麻小姐 Mr. x Mrs. Jute

第十組 佳作 國三C 唯路時 J&V

競賽項目

企劃書(含展攤設計)競賽(A場次)

企劃書(含展攤設計)競賽(B場次)

英語簡報競賽(A場次)

英語簡報競賽(B場次)



  

第二十五組 第一名 四國一 天皂地設 medimix

第十七組 第二名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二十組 第三名 國二B 玉兔鉛筆 RABBIT PEN

第十四組 佳作 國二A 髮現完美 AROMASE

第十五組 佳作 國二A 童在一起 Childhood

第十八組 佳作 國二B 我的致遊年滑 CABAS

第五組 第一名 國三B 萃格絲南 Tregothana

第二組 第二名 國三A 麻先生和麻小姐 Mr. x Mrs. Jute

第九組 第三名 國三C Co-cork

第四組 佳作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第七組 佳作 國三B 錄影隨行 Supercam

第八組 佳作 國三B 團圓堅果 TUANYUAN Nuts

第二十五組 第一名 四國一 天皂地設 medimix

第十五組 第一名 國二A 童在一起 Childhood

第二十一組 第三名 國二C 「客」苦銘心 DESIGN YOURSELF

第十四組 佳作 國二A 髮現完美 AROMASE

第二十三組 佳作 國二C 包你瑪意 Uma hana

第十七組 佳作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十一組 第一名 國三C 「包」在我身上 EASTPAK

第三組 第一名 國三A 一致好瓶 Better Bottle Better Life

第七組 第三名 國三B 錄影隨行 Supercam

第五組 佳作 國三B 萃格絲南 Tregothana

第六組 佳作 國三B 酒別重逢 TISHBI

第十組 佳作 國三C 唯路時 J&V

第三組 第一名 國三A 一致好瓶 Better Bottle Better Life

第二十組 第二名 國二B 玉兔鉛筆 Rabbit Pen

第二十八組 第三名 四國一 喝的藝術衫 Drink it Wear it

第四組 第四名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展場設計暨商品陳列競賽(B場次)

展場交易英文比賽(A場次)

展場交易英文比賽(B場次)

網路人氣獎

展場設計暨商品陳列競賽(A場次)



 

第二十組 第一名 國二B 玉兔鉛筆 RABBIT PEN

第二十六組 第二名 四國一 匠心獨具 CHU YU

第十七組 第三名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十四組 佳作 國二A 髮現完美 AROMASE

第十九組 佳作 國二B 日本戶外潮流休閒品牌 CHUMS

第二十八組 佳作 四國一 喝的藝術衫 Drink it wear it

第八組 第一名 國三B 團圓堅果 TUANYUAN Nuts

第四組 第二名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第七組 第三名 國三B 錄影隨行 Supercam

第二組 佳作 國三A 麻先生和麻小姐 Mr. x Mrs. Jute

第三組 佳作 國三A 一致好瓶 Better Bottle Better Life

第二十五組 第一名 四國一 天皂地設 medimix

第十七組 第二名 國二B 桌遊樂國 Swan Panasia

第十四組 第三名 國二A 髮現完美 AROMASE

第十五組 佳作 國二A 童在一起 Childhood

第二十組 佳作 國二B 玉兔鉛筆 RABBIT PEN

第二十八組 佳作 四國一 喝的藝術衫 Drink it wear it

第七組 第一名 國三B 錄影隨行 Supercam

第四組 第二名 國三A 微笑起司 Say Cheese

第六組 第三名 國三B 酒別重逢 TISHBI

第二組 佳作 國三A 麻先生和麻小姐 Mr. x Mrs. Jute

第八組 佳作 國三B 團圓堅果 TUANYUAN Nuts

整體競賽(B場次)

整體競賽(A場次)

數位行銷競賽(A場次)

數位行銷競賽(B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