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地

編號
隊伍名稱 組員一 組員二 組員三 組員四

1 爆肝設計師 林政諺 李虹萱 林佳妤 李家緯

2 豬年行大運 王杰宏 林彥傑 林柏叡 吳政憲

3 藍色夢想家 李翊瑋 廖志祥 余帷稦 廖辰軒

4 火山大隊長 王得愷 陳威禹 丁珩庭 蔡柏宏

5 不要過問我 戴宇晨 曾忠宥 劉德信 陳政安

6 聖卡普利空 顏梓淮 張容耀 陳逸勳 徐志豪

7 出來吧神龍 林羿頡 劉唯鈉 顏家駿 吳宥宇

8 癡心絕隊 賴柏宇 曾緯婷 魏丞勳 陳雅昀

9 幼稚園老大 鍾明蒼 翁崇耀 鄭旭廷 郭庭睿

10 我們沒隊名 蔣全俊 吳展佑 戴郁珊 徐榮佑

11 快樂星期三 劉丞邦 歐育成 陳柏寰 李厚賢

12 創研設計一 鍾奕寰 林冠辰 李其芯 陳裕宸

13 抗up堡貝 吳若綺 林子茵 游長霖 謝翔宇

14 ZHLJ 李德軒 黃郁軒 簡子硯 張婷怡

15 皮包大特賣 曾柏揚 陳人豪 陳韋霖 潘政緯

16 JB 莊喆安 黃中政 李欣芸 朱家儀

17 狂想 黃暐哲 許應詰 黃昀台 張竹欣

18 bar 王昊宇 邱勝夫 呂羿邦 李品蓉

19 通通送給你 蘇盈達 陳駿宏 陳柏懿 林柏豪

20 電電萬歲 羅靖棻 黃宥凱 游荏詠 黃子恩

21 磁鈷關因 楊昊翰 吳玟慧 寧秀中 蔡嘉恩

22 我要淫 周家均 林致均 李振宇 戴恆強

23 核能綠蠵龜 許珉豪 涂譽薰 盧宥任 陳明凱

24 技術全能王 許愷辰 黃進達 甘英麟 彭子宸

25 DL特攻 陳詣凱 林柏瑜 陳佳安 賴竑郡

26 創研設計六 王柏林 何旻學 余哲鋒 張篤誠

27 慈孤觀音隊 鄭詠隆 陳冠翰 吳唯駿 劉玟德

28 老鷹抓小雞 黃冠捷 蘇聿維 陳震宇 張宸邦

29 圓桌五士 呂鎮豪 許采宇 蘇煜勛 王文均

30 水沝淼㵘 張文銓 胡瑋哲 歐翔逸 黃柏睿



31 創研設計五 吳祁鴻 林子皓 鐘皓祐 彭晟豪

32 高技109 林育葦 沈政揚 林普賢 張心嘉

33 我們來創造 張欣茹 劉瑋倫 古佳宸 劉學儒

34 金色狂風 黃世君 藍國光 梁淳軒 林郭芫

35 隊名很難取 連奎智 蔡弘梓 范群玄 余承鴻

36 我沒有A車 吳丞健 李威 方彥文 張智榮

37 熊貓不吃素 陳靖元 王郁方 黃紀樺 張庭綺

38 想不到吧隊 莊睿褆 楊宗悟 王介岑 林語婕

39 被拐來參賽 詹惠心 褚昱茹 李汶隆 吳忠懌

40 單身才會爽 李維家 羅皓祐 江以聖 李英齊

41 是能不愛我 劉子誠 高維廷 唐利樺 戴丞漢

42 正負零平方 鐘慧娟 王羽君 許舒媛 陳珮婕

43 創研設計二 廖立翔 吳奕碩 林之歆 楊崑弘

44 想個名字吧 林亞駿 鄭博軒 曾苙庭 高偉倫

45 HOPE 富鏮埔 柯珈達 曾智宣 鍾睿宸

46 扛壩子 李承融 潘文弘 闕茂宏 羅啟峻

47 天天開心 林冠廷 周廷愷 張少凡 邱浩維

48 電機小小兵 廖翔彬 陳許翔 邱建彰 周育德

49 知安佛跳牆 呂知安 賴辰睿 羅鴻毅 彭雋中

50 這是隊名 謝宜芳 林敬芳 李洋誠 林柏佑

51 普龍共 歐陽宗翰 林宸緯 徐少淮 郭宇軒

52 華瑋芳翔 巫躍華 王奕翔 林芷瑋 吳宜芳

53 同心利斷金 李照雲 彭昇湧 楊席瑋 曾業晟

54 臣妾做不到 邱弘旻 陳彥勛 陳子煜 黃語駿

55 波士頓龍蝦 謝芳菱 李詩璇 游堃葳 葉子維

56 創研設計三 童正勛 賴宥畯 曹一得 潘禹豪

57 毛毛朋友會 簡其樂 李柏樺 潘政豪 楊恒

58 在一句阿 鄭旭承 蘇崇宇 趙偉博 潘安古

59 煌源團隊 徐煌 古家語 鄭堯得 李弈賢

60 天才衝衝衝 王胡叡 陳憲森 陳卉甄 蔡宜岑

61 一丙fever 唐崇皓 謝睿澄 盧楷勛 曾暐翔

62 鑫森淼焱垚 賴東建 李嶧 官資佑 翁冠鈞



63 通通送給我 高聖博 林鼎峰 張瑞仁 范學諾

64 嗨你好 李宗翮 徐歷群 何丞翊 張家瑞

65 火炎焱燚 黃柏瑜 鄭政文 郭兆育 黃昱翔

66 吐司家豆漿 吳文凱 林慧瑜 曾凡瑞 徐幃新

67 我的主宰 潘坤呈 劉諺勳 黃鈞 陳奎邑

68 羊族 吳毅睿 黃承鋐 游兆盛 何聖哲

69 早安健康隊 吳昭棟 林恩 羅建文 陳沛巽

70 玩創 楊子誼 楊硯絜 吳峻豪 林明學

71 發電機 胡芷寧 劉愖恩 魏辰安 林宏恩

72 54創造神 林宸楷 黃靖淳 胡姿婷 王冠翎

73 彩色幻想 彭弘愷 楊詠棋 呂紹丞 陳政文

74 合作社阿姨 薛旭宏 游智翔 陳楷翔 林千睿

75 通通送給你 蘇盈達 陳駿宏 陳柏懿 陳柏豪

76 開派對 劉姵彣 林宇慧 高明柔 林暐恆

77 設計師爆肝 吳柏均 王澤鈞 高儒家 林柏睿

78 御風飛翔 張景翔 吳柏諭 劉峰圻 謝德勳

79 想像力天才 劉維銘 崔樂群 林欣蒲 楊宗霖

80 CWWI 徐宏愷 鍾定穎 曾宇婕 李喬安

81 泗意妄為 林翊安 許閔慈 黃俊華 鄭宏邦

82 Good 陳紹瑜 周俊緯 張仕孟 戴仲翔

83 討伐何老師 徐婷怡 王彥博 黃子祐 吳嘉緯

84 新莊傑尼龜 吳皇賢 黃亦麟 李晨翰 何宸瑋

85 吃飯請排隊 呂佳 王炳璋 呂家佑 黃泓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