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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 

初賽報名隊伍抽獎資格名單 

 

◎抽獎資格說明： 

一、報名順序以上傳繳件時間為最優先認定排列，惟因有部分學校未能及時於報名期間內上傳繳

件，則後以登錄或補件時間順序為認定依據。(因有部分學校配合主辦單位安排調移競賽區

域，故報名順序以本公告為準，非報名系統上之審核通過說明) 

二、抽獎方式將於初賽當日競賽時間結束後，現場進行抽獎並頒發，未全員到齊者將取消獲獎資

格，中獎隊伍不予重覆。 

三、獎項款式，以主辦單位準備之實品為主，抽獎獎品須依所得稅法相關扣繳規定辦理。 

(1) 各區報名前 10隊，各抽四旋翼 1組 

(2) 各區報名前 20隊，各抽隨身移動式水冷扇 2組 

(3) 各區報名前 40隊，各抽智慧掃地機器人 3組 

(4) 各區現場參加獎，各抽驚喜實用禮品 4組 

 

一、北區報名順序隊伍 (前 1~40名) 

報名順序 繳交及登錄時間戳記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 2021-03-19 18:57:29 和餓唯陣列 錢○茹 郭○婕 黃○碩 周○名 

2 2021-03-19 18:57:45 小豬佩奇 尤○超 吳○廷 許○翔 黃○元 

3 2021-03-19 18:58:13 四次多項式 謝○倫 辛○蓁 吳○翰 高○軒 

4 2021-03-19 18:59:27 會斯燈電橋 鄭○琋 盧○予 謝○駿 張○瑄 

5 2021-03-23 20:44:22 離子方程式 羅○婷 翁○成 王○馨 高○瑄 

6 2021-03-23 20:44:40 電子機械腦 林○昇 章○翰 陳○翔 陳○畇 

7 2021-03-26 16:52:21 五萬八 黃○憶 謝○恩 汪○礌 吳葉○慶 

8 2021-03-26 17:26:09 AKA夏次一定 李王○恕 黃邱○傑 謝○廷 曾○軒 

9 2021-03-26 17:35:38 鋼彈盪單槓 張○慈 陳○杅 陳○謙 張○美 

10 2021-03-27 20:11:48 我們去台東 林○岑 林○宇 王○甯 呂○桐 

11 2021-03-27 20:16:36 出久吃鮭魚 梁○育 林○青 葉○彰 陳○彥 

12 2021-03-27 20:41:08 鮭魚吃出久 夏○祺 李○涵 蔡○捷 黃○忻 

13 2021-03-29 10:02:15 雞不可濕 李○亘 鄭○瞳 蔡○芳 張○愷 

14 2021-03-29 10:03:30 TFOUR 吳○棋 林○謙 呂○齊 謝○翰 

15 2021-03-29 11:38:52 統神鮭火鍋 廖○惟 李○睿 黃○華 徐○瑋 

16 2021-03-29 14:10:24 這樣子對不 陳○樺 馮○晴 郭○丞 張○碩 

17 2021-03-29 14:26:31 洪爺漢包 劉○辰 洪○佑 游○楷 胡○寧 

18 2021-03-29 16:22:06 唉吖吃喜德 江○涵 劉○華 何○翰 許○辰 

19 2021-03-30 18:58:25 冠軍滷肉飯 許○傑 趙○弘 馮○文 金○鋒 

20 2021-03-31 10:07:23 核彈頭 徐○遠 許○雄 劉○毅 劉○君 

21 2021-03-31 10:08:12 唐依聖建 溫○評 蘇○羽 唐○惟 林○葶 

22 2021-03-31 10:08:52 SJCW 吳○嘉 沈○澤 陳○瑋 王○綺 

23 2021-03-31 10:34:12 機凍制霸 潘○魁 游○允 陳○廷 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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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順序 繳交及登錄時間戳記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24 2021-03-31 16:37:01 鏘吉耀範 陳○柔 許○獻 蘇○丞 王○婷 

25 2021-03-31 16:37:34 企鵝呆呆 謝○安 陳○維 楊○諭 余○佑 

26 2021-04-01 13:23:47 領域展開 曾○華 高○竣 陳○俊 陳○凱 

27 2021-04-01 13:24:05 你想知道嗎 莊○翔 曾○宸 郭○霖 賴○諺 

28 2021-04-01 13:24:38 李子地瓜湯 李○緯 黃○揚 湯○軒 陳○賢 

29 2021-04-01 13:24:54 絞肉守護者 陳○勒 李○龍 陳○綻 陳○敖 

30 2021-04-01 13:25:08 彩虹獨角獸 余○芯 盧○昇 羅○ 吳○慶 

31 2021-04-01 13:25:24 羊駝滷肉飯 楊○棋 李○庭 張○鈞 劉○真 

32 2021-04-07 12:02:47 有 7-11真好 陳○豪 吳○桓 郭○軒 陳○晴 

33 2021-04-07 12:04:16 美少女壯士 呂○詮 梁○嘉 林○真 黃○惠 

34 2021-04-07 17:22:02 逮丸南波萬 張○翔 林○恩 廖○翔 翁○陞 

35 2021-04-08 18:00:27 下屆冠軍 陳○霖 林○喆 房○浩 陳○翰 

36 2021-04-09 13:12:59 七彩幼駒 陳○甄 周○帆 徐○騏 陳○城 

37 2021-04-09 16:14:10 粉紅豬小妹 張○凱 鄭○仁 蘇○諼 王○翔 

38 2021-04-09 16:15:20 好油喔 peko 李○霆 林○廷 曾○弘 李○霆 

39 2021-04-09 16:16:05 最多報名六 梁○均 莊○琦 徐○傑 林○宏 

40 2021-04-09 16:16:58 異想天開 謝○峻 黃○皓 莊○樹 陳○達 

 

二、中區報名順序隊伍 (前 1~38名) 

報名順序 繳交及登錄時間戳記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 2021-03-16 10:51:36 蝗琮來襲 陳○祐 盧○翰 鄭○皓 王○紳 

2 2021-03-16 10:52:06 You You willy 吳○鈞 張○倫 林○佑 林○陞 

3 2021-03-16 10:52:27 燃燒小宇宙 洪○哲 卓○勳 林○誠 蔡○鈺 

4 2021-03-16 10:53:01 天外奇機 余○倫 鄭○成 陳○宇 鄭○安 

5 2021-03-26 14:16:19 珍珠奶茶 林○宜 張○維 呂○全 詹○昕 

6 2021-03-26 14:52:24 這樣才對 王○欣 巫○庭 古○廷 林○翊 

7 2021-03-26 14:52:45 缺你就不對 詹○欣 陳○瀚 雷○呈 林○威 

8 2021-03-26 14:53:20 180 陳○愷 蘇○詒 陳○凱 馬○呈 

9 2021-03-26 14:54:06 彩虹瓢蟲 張○賢 郭○宸 張○傑 陳○廷 

10 2021-03-29 13:32:34 中部四劍客 杜○燦 陳○棠 亞○發 郭○鑫 

11 2021-03-29 13:33:26 進擊水箭鮭 謝○龍 黃○翔 侯○諭 林○平 

12 2021-03-29 15:01:50 小恐龍嗷嗷 汪○杰 林○翔 洪○霖 盧○鴻 

13 2021-03-29 15:03:06 大恐龍啾啾 陳○翰 陳○坤 許○芸 邱○毅 

14 2021-03-30 16:49:19 綠意盎然 陳○翊 李○琤 楊○賢 廖○維 

15 2021-03-31 20:57:03 機制作電路 劉○君 王○綻 陳○宇 曾○儀 

16 2021-04-01 09:00:17 神奇海螺 李○婷 蔡○倫 陳○光 蔡○心 

17 2021-04-01 09:08:19 分歧者 白○嘉 趙○寧 顏○涵 吳○恩 

18 2021-04-09 11:17:27 黃金鉤吻鮭 紀○穎 傅○雯 魏○彥 陳○寬 

19 2021-04-09 11:17:53 冠軍五萬八 陳○岡 吳○愷 鄭○翰 翁○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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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1-04-12 10:01:02 apple 盧○富 陳○諺 曾○文 陳○宇 

21 2021-04-12 12:01:29 杏仁豆腐冰 陳○勳 陳○妤 陳○瑜 薛○嘉 

22 2021-04-12 13:20:27 相遇的奇蹟 黃○祐 劉○頂 梁○慈 徐○妤 

23 2021-04-12 13:22:46 創造來靈感 曾○豪 游○晢 江○龍 張○昀 

24 2021-04-12 13:24:54 AKA男團 林○廷 黃○翰 黃○閔 楊○堯 

25 2021-04-12 14:49:43 超越南波萬 吳○霖 管○彥 陳○名 李○彬 

26 2021-04-12 15:09:01 毛獸軍團 李○佑 柳○姍 邱○鴻 蕭○謙 

27 2021-04-12 15:09:19 萌獸軍團 邱○愷 郭○聿 蘇○淇 施○一 

28 2021-04-12 15:47:15 想到名字了 李○容 陳○霖 陳○全 謝○恩 

29 2021-04-12 15:48:46 小雄維尼 李○燁 林○讚 謝○揚 余○旺 

30 2021-04-12 15:49:48 鴨蛇我奇誰 陳○霖 楊○霖 李○成 韋○宇 

31 2021-04-12 16:21:00 鋼鐵意志 張○健 李○德 王○蓁 林○翔 

32 2021-04-14 16:53:31 當初的承諾 賴○誌 劉○均 林○余 劉○柔 

33 2021-04-14 17:01:14 MIF 潘○碩 曾○軒 吳○媛 魏○丞 

34 2021-04-14 17:01:23 四個傻瓜 李○昇 黃○杰 朱○萍 徐○喬 

35 2021-04-14 17:01:37 千宇苡承 吳○宇 施○佑 顏○涵 王○晴 

36 2021-04-14 17:01:46 章魚花枝幫 劉○宏 陳○穎 林○兒 杜○諾 

37 2021-04-14 17:02:10 一起加油吧 詹○嫿 官○家 曾○薰 廖○倢 

38 2021-04-14 21:46:07 機一甲 林○賢 吳○捷 孫○詮 張○智 

 

三、南區報名順序隊伍 (前 1~40名) 

報名順序 繳交及登錄時間戳記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 2021-03-18 23:16:16 宇宙創造師 王○中 林○呈 謝○基 李○智 

2 2021-03-24 12:12:03 暗黑邱比特 洪○郁 尤○鈞 曾○益 林○佑 

3 2021-03-24 18:51:41 夜行者 王○樺 王○毅 高○ 楊○達 

4 2021-03-30 17:50:51 佛萊明右手 何○瑾 呂○恩 黃○怡 楊○蠳 

5 2021-03-30 17:53:33 佛萊明左手 張○恩 蔡○珊 甘○立 陳○妃 

6 2021-03-31 09:16:29 鮭魚 蔡○勳 李○翔 張○恩 黃○萱 

7 2021-03-31 09:17:31 支干 謝○恩 曾○麟 薛○民 許○翔 

8 2021-03-31 09:18:19 我叫天才 李○諺 張○淵 黃○仁 陳○霖 

9 2021-03-31 09:18:53 四傑團 劉○勳 吳○榮 林○陞 蔡○璟 

10 2021-03-31 09:19:25 幸福 張○誠 張○翃 余○逸 蔡○祐 

11 2021-03-31 09:20:00 天下第一帥 陳○宇 李○榮 許○揚 吳○逸 

12 2021-03-31 15:09:52 礮灰 蘇○維 劉○宏 林○廷 許○超 

13 2021-03-31 15:11:34 蠟筆小新 2.0 盧○蔚 陳○宏 陳○方 蔡○倫 

14 2021-04-01 10:54:08 炷猿阿猴 陳○廷 許○成 林○銘 侯○承 

15 2021-04-03 11:01:45 力力皆辛苦 蔡○寬 王○富 蘇○如 陳○薰 

16 2021-04-06 14:12:55 WZYJ 王○盛 朱○銓 謝○承 劉○銘 

17 2021-04-06 16:20:30 人民的法槌 張○岳 陳○宇 黃○威 盧○君 

18 2021-04-06 16:22:05 大腦在星爆 王○宏 謝○鍵 林○玄 朱○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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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1-04-06 16:23:39 創意無極限 龔○維 蕭○叡 梁○瑈 張○凱 

20 2021-04-06 16:26:19 翼想天開 許○瑋 吳○豪 莊○凱 李○霖 

21 2021-04-08 08:14:26 夢想改造 王○程 陳○廷 陳○帆 李○珉 

22 2021-04-12 11:28:44 不想面對 陳○妤 蔣○瑩 吳○蓁 曾○婷 

23 2021-04-12 13:45:00 我校之光 葉○愷 賴○豪 蔡○翰 李○賢 

24 2021-04-12 13:45:30 不要被淘汰 陳○婷 蔡○諭 林○宏 謝○均 

25 2021-04-12 13:46:32 巴嘎 no no 鄭○翊 張○睿 吳○霖 余○濰 

26 2021-04-12 13:47:16 摳你吉娃 伍○羽 潘○葳 黃○華 余○源 

27 2021-04-12 13:47:55 春日部防衛 張○珣 田○熏 楊○程 莊○嘉 

28 2021-04-12 13:49:01 出事了阿北 許○瑋 李○恩 葉○勳 蔡○育 

29 2021-04-12 14:57:40 做什麼都對 許○雯 孫○容 莊○妤 簡○芳 

30 2021-04-12 14:58:44 單身快樂 李○芯 王○云 王○文 陳○廷 

31 2021-04-12 15:00:06 涼麵趁熱吃 盧○佑 吳○勳 陳○宇 涂○坤 

32 2021-04-12 15:00:42 我們一起闖 楊○維 黃○卿 黃○緯 廖○得 

33 2021-04-12 16:49:55 UJHL 陳○語 葉○溱 林○祥 黃○澤 

34 2021-04-12 16:51:40 鑫森淼焱垚 黃○淞 楊○祐 鄭○娟 曾○智 

35 2021-04-12 16:53:13 尛尛咪阿 張○緯 李○霆 陳○琳 鄭○庭 

36 2021-04-12 16:54:20 手中的奇雞 林○辰 張○程 顏○倫 蔡○霖 

37 2021-04-12 16:55:10 神奇狗狗 黃○勝 劉○傑 楊○軒 劉○承 

38 2021-04-12 11:44:31 叫我第一名 曾○妤 溫○豪 許○慈 曾○方 

39 2021-04-12 11:47:29 KimberlyTeam 劉○麟 蔡○凱 何○蓉 柯○城 

40 2021-04-12 11:50:39 天馬行空 許○睿 李○旻 傅○雲 吳○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