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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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4月 24日(六) 初賽各區賽場隊伍座號表 

 

一、北區賽場隊伍座號 (1~88) 

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 桃園市 預防損失 葉○霆 孫○ 蕭○辰 張○薰 

2 臺北市 洪爺漢包 劉○辰 洪○佑 游○楷 胡○寧 

3 桃園市 你說對不對 梁○驎 鄧○中 房○浤 鍾○浩 

4 基隆市 SJCW 吳○嘉 沈○澤 陳○瑋 王○綺 

5 桃園市 電子帥哥 林○宸 陳○曄 黃○傑 簡○捷 

6 基隆市 創研七號 蕭○予 陳○巖 李○萱 李○甄 

7 桃園市 ZWHQ 張○亮 詹○謙 魏○瑄 黃○瑄 

8 新竹縣 鮭魚吃出久 夏○祺 李○涵 蔡○捷 黃○忻 

9 基隆市 唐依聖建 溫○評 蘇○羽 唐○惟 林○葶 

10 桃園市 彩虹獨角獸 余○芯 盧○昇 羅○ 吳○慶 

11 新竹市 小豬很忙 李○宸 馮○嶢 陳○旻 黃○宸 

12 臺北市 好油喔 peko 李○霆 林○廷 曾○弘 李○霆 

13 基隆市 創研六號 李○傑 翁○竣 溫○豪 李○漢 

14 臺北市 駑馬十駕 宋○駿 高○齊 楊○紘 簡○亨 

15 桃園市 思想有限 蔡○榆 錢○盛 郭○薇 馮○隆 

16 新北市 離子方程式 羅○婷 翁○成 王○馨 高○瑄 

17 臺北市 最多報名六 梁○均 莊○琦 徐○傑 林○宏 

18 桃園市 電子猛男 吳○祐 劉○廷 李○齊 陳○陞 

19 新北市 同鮭魚進 李○諭 廖○皓 呂○翔 王○驊 

20 桃園市 安靜做好 蘇○宏 張○杰 楊○軒 尤○愷 

21 新北市 會斯燈電橋 鄭○琋 盧○予 謝○駿 張○瑄 

22 花蓮縣 下屆冠軍 陳○霖 林○喆 房○浩 陳○翰 

23 桃園市 絞肉守護者 陳○勒 李○龍 陳○綻 陳○敖 

24 新北市 明日之猩 巫○佑 連○成 郭○威 賴○丞 

25 新竹縣 出久吃鮭魚 梁○育 林○青 葉○彰 陳○彥 

26 臺北市 長頸鹿 李○發 王○宇 康○豪 蔡○輝 

27 桃園市 馬爾濟二 黃○芸 周○韻 陳○碩 吳○文 

28 新北市 讚 杜○毅 林○睿 陳○勳 賴○源 

29 桃園市 好棒棒 羅○瑋 周○辰 游○閔 范○琳 

30 花蓮縣 七彩幼駒 陳○甄 周○帆 徐○騏 陳○城 

31 臺北市 這樣子對不 陳○樺 馮○晴 郭○丞 張○碩 

32 臺北市 冠軍佩佩豬 湯○婷 傅○勛 曾○傑 陳○佑 

33 桃園市 馬爾濟三 楊○婷 呂○融 許○嚴 陳○志 

34 臺北市 唉吖吃喜德 江○涵 劉○華 何○翰 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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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35 桃園市 武德咩噗 林○洋 吳○皓 謝○緯 劉○芯 

36 基隆市 創研五號 莊○翔 蕭○豪 蔡○任 劉○誠 

37 花蓮縣 五萬八 黃○憶 謝○恩 汪○礌 吳葉○慶 

38 新北市 從中而出 蒲○佑 翁○瀚 葉○翔 侯○達 

39 桃園市 羊駝滷肉飯 楊○棋 李○庭 張○鈞 劉○真 

40 臺北市 冠軍蛋炒飯 謝○豪 謝○睿 楊○昕 林○懋 

41 桃園市 電子二乙 汪○宇 楊○量 徐○賢 董○臺 

42 新北市 零幽靈 陳○宇 詹○妍 林○豪 蔡○堡 

43 新北市 你說的都 張○杰 蕭○謙 李○樺 王○竣 

44 新北市 四次多項式 謝○倫 辛○蓁 吳○翰 高○軒 

45 臺北市 比完開 PT 林○宇 楊○丞 金○語 吳○呈 

46 臺北市 左輪手槍 江○元 徐○程 黃○瀚 許○嘉 

47 新竹市 查無此 姚○宏 陳○源 溫○翊 黃○傑 

48 臺北市 異想天開 謝○峻 黃○皓 莊○樹 陳○達 

49 臺北市 機凍制霸 潘○魁 游○允 陳○廷 傅○逸 

50 桃園市 資訊二甲 胡○謹 李○城 蔣○恩 曹○ 

51 基隆市 核彈頭 徐○遠 許○雄 劉○毅 劉○君 

52 新北市 極限創意 蔡○承 張○晟 林○佑 劉○澤 

53 基隆市 夢實踐者 涂○薰 林○翰 蔡○涵 林○原 

54 桃園市 美少女壯士 呂○詮 梁○嘉 林○真 黃○惠 

55 花蓮縣 AKA夏次一定 李王○恕 黃邱○傑 謝○廷 曾○軒 

56 新北市 AMOS 王○安 陳○成 黃○翔 羅○欣 

57 桃園市 繁羽 BAN 吳○翔 蘇○凡 魏○宸 王○翔 

58 新北市 小豬佩奇 尤○超 吳○廷 許○翔 黃○元 

59 基隆市 創研三號 吳○蓉 陳○甯 劉○羚 劉○翰 

60 桃園市 有 7-11真好 陳○豪 吳○桓 郭○軒 陳○晴 

61 新北市 決勝 陳○ 吳○安 簡○煌 吳○諭 

62 桃園市 李子地瓜湯 李○緯 黃○揚 湯○軒 陳○賢 

63 臺北市 冠軍三寶飯 黃○佑 游○翔 黃○智 賴○淳 

64 新竹縣 統神鮭火鍋 廖○惟 李○睿 黃○華 徐○瑋 

65 新北市 四重奏 甘○杰 李○成 余○傑 陳○帆 

66 新北市 實至名鮭 許○翔 林○城 吳○緯 林○璋 

67 桃園市 你想知道嗎 莊○翔 曾○宸 郭○霖 賴○諺 

68 臺北市 TFOUR 吳○棋 林○謙 呂○齊 謝○翰 

69 臺北市 粉紅豬小妹 張○凱 鄭○仁 蘇○諼 王○翔 

70 桃園市 突發奇想 簡○展 林○瑾 陳○元 王○盛 

71 新北市 鏘吉耀範 陳○柔 許○獻 蘇○丞 王○婷 

72 臺北市 冠軍滷肉飯 許○傑 趙○弘 馮○文 金○鋒 

73 宜蘭縣 逮丸南波萬 張○翔 林○恩 廖○翔 翁○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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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74 新北市 電子機械腦 林○昇 章○翰 陳○翔 陳○畇 

75 桃園市 電腦華陀 周○宇 朱○駿 林○蕙 陳○睿 

76 基隆市 創研一號 張○勛 何○易 高○崴 曾○辰 

77 桃園市 馬爾濟四 胡○榛 鍾○紘 陳○傑 鄒○明 

78 新北市 企鵝呆呆 謝○安 陳○維 楊○諭 余○佑 

79 新北市 和餓唯陣列 錢○茹 郭○婕 黃○碩 周○名 

80 桃園市 我想飛 李○恩 徐○龍 吳○毅 黃○舜 

81 花蓮縣 鋼彈盪單槓 張○慈 陳○杅 陳○謙 張○美 

82 新北市 金色菁英 陳○翰 黃○楷 葉○蓁 郭○廷 

83 桃園市 領域展開 曾○華 高○竣 陳○俊 陳○凱 

84 新北市 首輪就晉級 陳○福 吳○賢 李○信 蕭○浩 

85 新竹縣 我們去台東 林○岑 林○宇 王○甯 呂○桐 

86 臺北市 雞不可濕 李○亘 鄭○瞳 蔡○芳 張○愷 

87 臺北市 Revolver 陳○勳 洪○誠 余○翰 張俞○航 

88 桃園市 馬爾濟一 鄭○容 陳○穎 余○宸 張○昀 

 

二、中區賽場隊伍座號 (89~126) 

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89 臺中市 當初的承諾 賴○誌 劉○均 林○余 劉○柔 

90 臺中市 apple 盧○富 陳○諺 曾○文 陳○宇 

91 彰化縣 杏仁豆腐冰 陳○勳 陳○妤 陳○瑜 薛○嘉 

92 臺中市 鋼鐵意志 張○健 李○德 王○蓁 林○翔 

93 臺中市 MIF 潘○碩 曾○軒 吳○媛 魏○丞 

94 臺中市 進擊水箭鮭 謝○龍 黃○翔 侯○諭 林○平 

95 苗栗縣 鴨蛇我奇誰 陳○霖 楊○霖 李○成 韋○宇 

96 臺中市 四個傻瓜 李○昇 黃○杰 朱○萍 徐○喬 

97 彰化縣 毛獸軍團 李○佑 柳○姍 邱○鴻 蕭○謙 

98 臺中市 這樣才對 王○欣 巫○庭 古○廷 林○翊 

99 臺中市 綠意盎然 陳○翊 李○琤 楊○賢 廖○維 

100 臺中市 珍珠奶茶 林○宜 張○維 呂○全 詹○昕 

101 臺中市 天外奇機 余○倫 鄭○成 陳○宇 鄭○安 

102 苗栗縣 小雄維尼 李○燁 林○讚 謝○揚 余○旺 

103 南投縣 大恐龍啾啾 陳○翰 陳○坤 許○芸 邱○毅 

104 臺中市 創造來靈感 曾○豪 游○晢 江○龍 張○昀 

105 臺中市 燃燒小宇宙 洪○哲 卓○勳 林○誠 蔡○鈺 

106 新竹市 機一甲 林○賢 吳○捷 孫○詮 張○智 

107 臺中市 超越南波萬 吳○霖 管○彥 陳○名 李○彬 

108 苗栗縣 想到名字了 李○容 陳○霖 陳○全 謝○恩 

109 臺中市 千宇苡承 吳○宇 施○佑 顏○涵 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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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10 臺中市 相遇的奇蹟 黃○祐 劉○頂 梁○慈 徐○妤 

111 南投縣 小恐龍嗷嗷 汪○杰 林○翔 洪○霖 盧○鴻 

112 臺中市 中部四劍客 杜○燦 陳○棠 亞○發 郭○鑫 

113 臺中市 章魚花枝幫 劉○宏 陳○穎 林○兒 杜○諾 

114 臺中市 蝗琮來襲 陳○祐 盧○翰 鄭○皓 王○紳 

115 彰化縣 萌獸軍團 邱○愷 郭○聿 蘇○淇 施○一 

116 臺中市 彩虹瓢蟲 張○賢 郭○宸 張○傑 陳○廷 

117 臺中市 分歧者 白○嘉 趙○寧 顏○涵 吳○恩 

118 臺中市 缺你就不對 詹○欣 陳○瀚 雷○呈 林○威 

119 新竹市 神奇海螺 李○婷 蔡○倫 陳○光 蔡○心 

120 臺中市 You You willy 吳○鈞 張○倫 林○佑 林○陞 

121 臺中市 黃金鉤吻鮭 紀○穎 傅○雯 魏○彥 陳○寬 

122 臺中市 一起加油吧 詹○嫿 官○家 曾○薰 廖○倢 

123 臺中市 180 陳○愷 蘇○詒 陳○凱 馬○呈 

124 新竹市 機制作電路 劉○君 王○綻 陳○宇 曾○儀 

125 臺中市 冠軍五萬八 陳○岡 吳○愷 鄭○翰 翁○霖 

126 臺中市 AKA男團 林○廷 黃○翰 黃○閔 楊○堯 

 

三、南區賽場隊伍座號 (127~171) 

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27 臺南市 出事了阿北 許○瑋 李○恩 葉○勳 蔡○育 

128 高雄市 666666 陳○寰 郭○賢 吳○甄 許○豪 

129 高雄市 手中的奇雞 林○辰 張○程 顏○倫 蔡○霖 

130 高雄市 我叫天才 李○諺 張○淵 黃○仁 陳○霖 

131 高雄市 創意無極限 龔○維 蕭○叡 梁○瑈 張○凱 

132 臺南市 宇宙創造師 王○中 林○呈 謝○基 李○智 

133 高雄市 神奇狗狗 黃○勝 劉○傑 楊○軒 劉○承 

134 高雄市 Sage 陳○均 陳○欣 戴○希 邱○翰 

135 嘉義市 做什麼都對 許○雯 孫○容 莊○妤 簡○芳 

136 高雄市 翼想天開 許○瑋 吳○豪 莊○凱 李○霖 

137 臺南市 摳你吉娃 伍○羽 潘○葳 黃○華 余○源 

138 高雄市 暗黑邱比特 洪○郁 尤○鈞 曾○益 林○佑 

139 高雄市 天馬行空 許○睿 李○旻 傅○雲 吳○彥 

140 嘉義縣 礮灰 蘇○維 劉○宏 林○廷 許○超 

141 臺南市 力力皆辛苦 蔡○寬 王○富 蘇○如 陳○薰 

142 高雄市 四傑團 劉○勳 吳○榮 林○陞 蔡○璟 

143 高雄市 叫我第一名 曾○妤 溫○豪 許○慈 曾○方 

144 嘉義市 涼麵趁熱吃 盧○佑 吳○勳 陳○宇 涂○坤 

145 高雄市 幸福 張○誠 張○翃 余○逸 蔡○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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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高雄市 鑫森淼焱垚 黃○淞 楊○祐 鄭○娟 曾○智 

147 嘉義市 我們一起闖 楊○維 黃○卿 黃○緯 廖○得 

148 高雄市 佛萊明左手 張○恩 蔡○珊 甘○立 陳○妃 

149 臺南市 QWER 沈○毅 邱○筑 何○翔 林○承 

150 臺南市 我校之光 葉○愷 賴○豪 蔡○翰 李○賢 

151 臺南市 巴嘎 no no 鄭○翊 張○睿 吳○霖 余○濰 

152 高雄市 UJHL 陳○語 葉○溱 林○祥 黃○澤 

153 臺南市 春日部防衛 張○珣 田○熏 楊○程 莊○嘉 

154 高雄市 WZYJ 王○盛 朱○銓 謝○承 劉○銘 

155 高雄市 大腦在星爆 王○宏 謝○鍵 林○玄 朱○瑄 

156 嘉義縣 蠟筆小新 2.0 盧○蔚 陳○宏 陳○方 蔡○倫 

157 高雄市 天下第一帥 陳○宇 李○榮 許○揚 吳○逸 

158 高雄市 人民的法槌 張○岳 陳○宇 黃○威 盧○君 

159 高雄市 鮭魚 蔡○勳 李○翔 張○恩 黃○萱 

160 高雄市 佛萊明右手 何○瑾 呂○恩 黃○怡 楊○蠳 

161 屏東縣 炷猿阿猴 陳○廷 許○成 林○銘 侯○承 

162 臺南市 夜行者 王○樺 王○毅 高○ 楊○達 

163 高雄市 支干 謝○恩 曾○麟 薛○民 許○翔 

164 高雄市 夢想改造 王○程 陳○廷 陳○帆 李○珉 

165 高雄市 KimberlyTeam 劉○麟 蔡○凱 何○蓉 柯○城 

166 高雄市 不想面對 陳○妤 蔣○瑩 吳○蓁 曾○婷 

167 高雄市 尛尛咪阿 張○緯 李○霆 陳○琳 鄭○庭 

168 嘉義市 單身快樂 李○芯 王○云 王○文 陳○廷 

169 臺南市 不要被淘汰 陳○婷 蔡○諭 林○宏 謝○均 

170 高雄市 我們很強 林○宸 吳○翰 洪○庭 石○禎 

171 臺南市 樹懶是我 廖○瑜 黃○碩 楊○翰 顏○傑 

 

四、外島賽場隊伍座號 (172~178) 

賽場座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172 澎湖縣 菁英不想面 邵○辰 許○民 鄭○宣 陳○庭 

173 澎湖縣 歐米茄 2.0 葉○德 黃○政 李○瑜 林○茜 

174 澎湖縣 evolution 劉○凱 許○安 王○鋒 歐○鑫 

175 澎湖縣 四暗客 吳○諭 洪○傑 陳○瑞 顏○緯 

176 澎湖縣 無懈可擊 呂○定 李○興 許○瑋 蔡○浩 

177 澎湖縣 勝利輪一乙 李○翰 董○伯 許○唯 呂○宇 

178 澎湖縣 鮭魚之夢 陳○哲 朱○霖 蔡○宇 莊○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