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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食好事創業極限挑戰營 HaoShi Bootcamp 2018 

線上初選入選團隊名單 

壹、正選入選團隊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團隊成員 1 團隊成員 2 團隊成員 3 團隊成員 4 團隊成員 5 團隊成員 6 

6 Pick UP, pick smart 葉◯立 周◯捷 黃◯宏 游◯詒 盧◯柔  

9 全天候幫你煮美味自動販賣機 徐◯喬 林◯暄 沈◯程 陳◯君 徐◯珊  

10 Kook living 曾◯融 劉◯智     

13 揪團杯,揪團唄 陳◯菲 陳◯真 張◯恩    

14 智慧農城 林◯葳 謝◯霖 施◯棋 吳◯顥   

20 better me 陳◯瑜 呂◯儀 林◯然    

21 
Paganda 隨時隨地秀出週邊新鮮

事 
鄭◯璘 SU*O ANDRE  容◯軒    

29 吃蟲救地球 陳◯辰 王◯晨 黃◯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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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Good Eat Food 黃◯偉 簡◯柔 陳◯宇 邱◯玲   

64 料理人圖書館 郭◯君 田◯瑄 田◯穎 蔡◯先   

78 你的健康我來顧 吳◯諺 羅◯心 詹◯雯    

83 Fruja 齁呷 陳◯崴 陳◯志 王◯文 張◯瑋 蘇◯陞  

84 翻轉醜蔬果 惜 Food 在你我 劉◯毓 王◯ 王◯筠 林◯縉 蔡◯欣  

85 豐富農田 陳◯瑩 陳◯君 吳◯輝    

86 了解食物成份變得更容易 紀◯漢 莊◯豪 賴◯穎 葉◯菱 吳◯廷  

88 芙彤園 Blueseeds 邱◯翰 高◯峰 張◯蓮    

89 食用昆蟲 黃◯婷 邱◯駿     

90 Foodsharing Taiwan St***n Simon 吳◯恩     

91 人與毛小孩的健康廚房 趙◯彣 魏◯騰 林◯志    

92 我只要剛剛好 張◯凱 陳◯晟 許◯瑜 柯◯華 張◯芬 黃◯ 

94 "泡"菜市場 黃◯奇 陳◯碩 何◯芹 江◯君 陳◯婕  

95 格外生機 蕭◯瑜 林◯婷 游◯恩 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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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週末親子動 郜◯琳 羅◯琇 陳◯恩    

99 健康找食材 袁◯揚 陳◯瑤 高◯璐    

100 AI² 農點子 羅◯伸 陳◯蓁 鄭◯巧    

101 Cook72 S* Feng Ja**n Chang Ku****H HSIEH Ya**n Huang   

102 賦肌生技 Hs****n Jan 
Wu, Al*****er 

J*n-H**g 

Su****t 

Ch***********er 
   

103 元沛農坊 許◯仁 周◯鑫 郭◯莘 王◯祺 傅◯岩  

104 艾滴 Water 余◯洲 江◯祥 金◯廷 張◯芷 潔◯卡 陳◯喻 

106 diabEats 蕭◯哲 曹◯禎 陳◯昀    

107 收食 黃◯鴻 陳◯安 李◯紋 蕭◯彤   

108 草蛉生產自動化 林◯廷 林◯人 吳◯宏 張◯朋 劉◯杰  

110 台灣國產！貓村貓草團 胡◯碩 范◯儒     

111 Ichico 吉菓 陳◯誠 吳◯祜 謝◯桂    

112 麒趣科技 朱◯宇 陳◯君 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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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群人氣種子團隊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團隊成員 1 團隊成員 2 團隊成員 3 團隊成員 4 團隊成員 5 團隊成員 6 

8 好菜抵家 黃◯潔 曾◯霖 王◯慈 鄭◯馨     

72 健康動食動 賴◯仁 陳◯舟 林◯榛 林◯安 陳◯蓉   

82 知豬俠 陳◯潔 標◯朋 葉◯彬 王◯     

93 你的剩食 我的盛食 陳◯雯 曹◯裴 江◯蓁 鄭◯文 陳◯曲   

96 初心初食 張◯甯 停◯貞 武◯宜 馬◯護     

 

參、備選團隊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團隊成員 1 團隊成員 2 團隊成員 3 團隊成員 4 團隊成員 5 團隊成員 6 

73 下班後的灶咖 陳◯益 王◯薇 陳◯慧       

71 呷粗飽 蘇◯ 廖◯宣 王◯雯 陳◯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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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零距離 共享舌尖上的美好 林◯蓓 張◯中 魏◯云 施◯芳     

81 To feel not to view 王◯妍 陳◯懿 李◯承 洪◯哲     

97 垂直超商和社區共享餐桌 陳◯菁 王◯業 時◯辰 林◯心     

 

肆、注意須知 

1. 經本公告入選之「正選團隊」、「人氣社群種子團隊」，即代表入選進入 8/17-19「好食好事創業極限挑戰營 HaoShi Bootcamp 2018」。 

2. 後續主辦單位將另發「保證金繳費通知信」予上述入選團隊，完成每隊「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繳費作業」。 

3. 入選團隊「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繳費作業」作業完成後，主辦單位將依實際團隊缺額狀況，依序遞補備團隊，並公告備選團隊遞補名單及備

選團隊「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繳費作業」時間，請備選團隊於公告期限內完成繳費作業，未於期限內完成保證金繳費則視同放棄遞補資格。 

4. 入選團隊「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繳費作業」時間：2018 年 7 月 31 日(二) 中午 12:00 起 ～8 月 8 日(三)中午 12:00 止。 

5. 備選團隊「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繳費作業」時間：2018 年 8 月 9 日(四)下午 2:00 起進行第一梯次遞補通知，爾後將再陸續公告。 

6. 主辦單位保留規劃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 

7. 相關資訊與問題歡迎來信或電話洽詢： Email：Event@hao-shi.org  電話：(02)2712-2718 分機 1206 張先生(Josh) 

mailto:Event@hao-sh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