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賽

編號
學校 學生[1]學生[2]學生[3]學生[4]老師[1]老師[2] 隊名

001 二信高中(一) 賴弈愷 賴弈妘 簡士懷 龔靖翔 賴宏彰 劉兆祥 Logic

002 大安高工(一) 許博順 陳孟葳 莊欣儒 陳奕道 陳德貴 莫惠琁 醜比頭

003 內湖高工(二) 張庭豪 黃子剛 郭守恩 李峯岳 張善婷 0 WIN

004 花蓮高工(二) 黃志賢 黃民仰 黃偉恩 張庭瑀 謝金威 朱育慧 威猛先生

005 六和高中(三) 卓訓誌 王瑋 劉政銓 蔣明憲 楊吟婷 丁柏淯 大熊好棒棒

006 泰山高中(三) 陳偉崙 黃姿婷 王浩宇 鄧又誠 許恭維 呂基寅 機電汽業

007 內湖高工(四) 蒲志崴 張敦鑫 張家豪 趙治鈞 蕭名鈞 吳承倫 腎腎聯合

008 大同高中(一) 楊淨安 陳品任 葉厚廷 曾彥文 黃政詩 張弘彥 天城隊

009 花蓮高工(四) 張柏然李林止刀陳聖恩 方白淮 王巧雲 張世穎 黃金定律

010 大興高中(一) 章家綺 賴璽任 許佑晨 郭家毅 鄭圳明 顏嘉宏 歐姆定律

011 花蓮高工(一) 張家閩 蔡易倫 黃軒源 鄭幼紳 王巧雲 謝金威 放電小老鼠

012 聖心高中(一) 江書霆 吳承恩 方家峻 楊士緯 林聰智 蔡進財 終身杰哥

013 內思高工(二) 羅璁翔 蕭博榆 蔡孟軒 江鳴洋 彭仁台 嚴大福 絕對創造力

014 大興高中(三) 許凱鈞 廖竣強 黃震桀 陳園揆 鄭圳明 顏嘉宏 SunShineMorning

015 羅東高工(三) 吳宇得 李睿 李偉誠 陳峙岳 游宇聖 陳贊仁 渭水

016 惇敘工商(二) 王心平 陳俊羽 陳冠宏 鐘睿竹 黃國真 0 SkyNet-THVS

017 協和工商(二) 周政霆 高慶峰 陳思翰 蔡家昇 黃明進 洪振桂 阿基米德

018 新北高工(四) 曾彥瑋 邱雋峰 鄭倫沅 江承洋 陳榮泰 0 HALO

019 六和高中(一) 謝譯諄 邱品翰 古宣鴻 黃華佑 楊吟婷 丁柏淯 ID五個字

020 基隆高工(一) 周冠宇 黃加喻 朱芳葶 施懿桁 顏國恩 鄭璁華 36把刀

021 二信高中(二) 郭柏偉 陳志霖 徐胤宸 張堯盛 賴宏彰 劉兆祥 MTS

022 基隆海事(一) 蔡長益 陳柏翰 李育存 余建德 楊孟山 0 Devin

023 公東高工(一) 陳志豪 張鐘祐 洪品辰 王信華 鄭理謙 0 先進開發團

024 基隆高工(三) 何珮瑜 吳學禮 謝松偉 沈鑑原 李志偉 0 怷峇焁羓

025 二信高中(三) 鄭詠蓉 陳郁昀 陳玨澔 吳育倫 王永富 0 JCW

026 六和高中(四) 黎耀宸 林哲維 鄒瀚文 洪清景 楊吟婷 丁柏淯 神奇男子漢

027 泰山高中(四) 陳柏佑 江尚紘 陳韋甫 陳翰文 許恭維 呂基寅 歡迎拳王

028 羅東高工(一) 游文豪 黃政御 陳柄均 林鎮杰 游宇聖 宋炳彥 三十公分

029 泰山高中(一) 周柏宏 凌繹翔 郭益豪 蔡程宇 許恭維 呂基寅 激情四射

030 南港高工(一) 邱崑瑜 蕭文鴻 江柏逸 黃薏綾 支裕文 吳育儒 創意發明隊

031 羅東高工(二) 簡暉庭 魏林志 戴嘉亨 陳柏亘 游宇聖 張嘉展 自由追放

032 新北高工(二) 王升懋 吳俊逸 林久凱 鄧力銘 龔承濬 陳文良 09K

033 東海高中(二) 謝沅翰 郭佩儒 吳政翰 石耀文 張學龍 0 喔耶太棒了

034 竹北高中(二) 陳昱成 李朝勳 劉彥麟 邱彥誠 劉世能 鄭銘雄 螺旋龍捲風

035 羅東高工(四) 林建丞 王煥博 聶維辰 邱煜倫 林建明 賴明志 INFOET

036 大興高中(四) 謝明賢 鄭泰然 邱聖閔 黃琪淯 鄭圳明 顏嘉宏 明日之星

037 內湖高工(一) 徐珮軒 林育瑄 葉育輝 謝維庭 周進文 王英儒 啊

038 內思高工(一) 許釗維 周祐誠 范元勳 戴嘉韋 彭仁台 黃培聲 全能特攻隊

039 大興高中(二) 李軒豪 孫偉強 呂明翰 戴弘勛 鄭圳明 顏嘉宏 創意扛霸子

040 莊敬高工(一) 詹凱程 孫泊佑 盧怡伶 高士軒 王郁芳 王文政 佛斯特

041 惇敘工商(一) 陳品豪 陳凌寅 蘇熒檳 翁瑋志 黃國真 盧怡安 科技狂人

042 大安高工(三) 陳璿光 陳威達 禇育新 許楷岳 張國忠 林志昌 機電路人甲

043 南港高工(三) 汪廷軒 吳佳儒 林政廷 趙泊至 支裕文 李紹義 海豚咬吐司

044 基隆高工(四) 林柏村 吳柏彥 吳定虎 唐正豪 李志偉 0 尖峰世界



045 大安高工(四) 張佳玲 廖昱翔 劉奕均 呂明翰 林志昌 李光耀 小斌斌

046 竹北高中(一) 柏星宇 許邦毅 曾星誠 孫上晏 吳永川 鄭銘雄 電子的便當

047 新北高工(一) 黎宇濬 王瑞 游淙舜 涂幃育 陳榮泰 0 大覽趴趴熊

048 東海高中(一) 蘇柏銓 薛宇傑 李承祐 劉怡君 許國財 0 微笑面具

049 大安高工(二) 林驛威 洪英桓 孫煥然 康徠翔 陳德貴 莫惠琁 機汽控

050 豫章工商(一) 鄒文蕙 謝孟哲 林育豪 林貝君 賴世豪 0 太陽

051 桃園農工(二) 李奕融 杜建興 謝一謙 簡聖恩 蘇卓群 劉智豪 琦夢龍蝦隊

052 花蓮高工(三) 練和侑 廖一鵬 繆妍 蕭博凱 張世穎 劉晏玲 猛的

053 豫章工商(二) 陳淑玲 黃昱翔 劉峻展 耿統光 賴世豪 0 月亮

054 二信高中(四) 孫煜翔 簡駿嶸 鄧崇賢 林智德 賴宏彰 劉兆祥 Energy electron

055 六和高中(二) 林承運 許智敏 姜禮喆 林冠宇 楊吟婷 丁柏淯 承運接力棒

056 基隆高工(二) 徐瑞陽 陳俊翰 鍾彩凌 楊佩諠 顏國恩 鄭璁華 劃中有畫

057 內湖高工(三) 李光燡 許峻豪 馬祥恩 林敬捷 張善婷 0 對不隊

058 協和工商(一) 耿群崴 崔守一 張立紘 王子瑜 黃明進 洪儀真 阿克曼

059 聖心高中(二) 張丁予 林煜展 崔竣 秦浩 蔡進財 滕用強 叫我杰杰

060 桃園農工(一) 劉展宏 葉俊霆 鄭理銘 侯志宏 蘇卓群 彭星瑞 生機最強

061 泰山高中(二) 王威城 張育萌 郭乃維 陳彥融 許恭維 尤澤基 神乎奇技

062 南港高工(二) 潘柏彥 陳宇瀚 葉光德 林哲宇 支裕文 吳育儒 八方四海隊

063 基隆海事(二) 林冠宇 高宏濓 張乃元 鄭倫羽 楊孟山 0 創械四義

064 新北高工(三) 廖崑宏 王哲彥 張晏修 陳冠勳 邱傳福 詹勳從 耍技一隊

065 二信高中(五) 劉彥廷 陳暐曄 陳冠佑 莊泓達 賴宏彰 劉兆祥 P(A)xG(U)

066 大安高工(五) 林子傑 蔡秉軒 石博弘 許修銘 曾騰勳 黃建中 電子建築

067 大興高中(五) 韓雅淇 邱彥翔 游日憲 林佳華 鄭圳明 顏嘉宏 GOD

068 六和高中(五) 邱顯哲 劉光倫 秦郁翔 葉瀚陽 楊吟婷 丁柏淯 創意無極限

069 花蓮高工(五) 顧浩騰 胡宥任 姚雅馨 黃盈婕 鄭元正 0 志在必得隊

070 內湖高工(五) 陳奕勳 韓方瑜 傅獻德 賴師鐸 謝昀臻 張善婷 攻無不克

071 泰山高中(五) 林翰鍹 楊捷伃 許振毅 張業 許恭維 尤澤基 綜合堅果

072 南港高工(四) 游博承 陳威成 謝鎮遠 吳懿峰 支裕文 李紹義 全民烤乳豬

073 協和工商(三) 徐福揚 許家銘 朱家祁 翁振軒 黃明進 洪振桂 亞歷士

074 惇敘工商(三) 林嘉偉 葉彥旗 陳鵬元 李偉弘 盧怡安 0 創意無限

075 聖心高中(三) 蕭嘉翔 王浩偉 洪景縣 連家震 林聰智 滕用強 今天沒有來

076 內思高工(三) 吳承鴻 余秉奇 黃偉翔 彭柏瑋 黃培聲 嚴大福 夢想家

077 新北高工(五) 高振裕 蔡孟哲 張致銘 陳昱君 邱傳福 詹勲從 快樂西瓜

078 羅東高工(五) 徐唯哲 陳沂 林保彤 林裕翔 林建明 沈明祥 榛海妮奶

079 基隆高工(五) 吳若妮 林傳祐 鄭竹妘 方妘伃 鄭璁華 0 美夢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