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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 

初賽晉級錄取名單 111.08.13 

 

※公告名單依初賽隊伍賽場編號排序。 

競賽區域 賽場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一) 學生姓名(二) 學生姓名(三) 學生姓名(四) 指導教師(一) 指導教師(二) 

南區 4 國立臺南高工 趕不上柒拾 王奕翔 劉漢軍 徐衣緹 洪欣妤 陳銀崇 陳彥名 

南區 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口罩要戴好 甘鈺立 陳鈺妃 蕭安琪 鄭舒凡 王志偉 蔡振貴 

南區 9 國立成大附工進修學校 夜行者 高 睿 吳予竫 楊絜達 王冠毅 何裕隆 林文泰 

南區 10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你說的都 蔡依凌 劉又禎 林昱壕 黃倪倪 黃冠益 黃偉章 

南區 13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天馬行空 2 許庭睿 劉泰麟 傅貞雲 李哲旻 黃冠益 張嘉惠 

南區 19 國立臺南高工 取名天才 謝凱祐 邱翰威 梁遠忱 林文謙 陳銀崇 陳彥名 

離島 36 國立澎湖海事水產學校 德瑪西雅 陳佑庭 蔡長浩 許昱民 劉 凱 吳瑞芸 楊竣喆 

中區 38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四個傻瓜 郭耀文 陳秉瑞 徐彥君 黃琦幃 余秉祐   

中區 40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美夢成真 洪晨真 蔡秉翰 邱俊展 賴子皓 賴燕烱 鄭榮昌 

中區 43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天霸動霸 tua 艾盈琪 黃子芸 吳宗諺 陳晉德 鄭榮昌 陳煥卿 

中區 47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 築靈妻賢 黃俊翔 侯叡諭 郭侑鑫 潘泓儒 邱新智   

中區 49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 你們說得 林英琪 王薇婷 范芷紜 蕭智鈺 曾建惟 葉又銓 

中區 58 國立南投高中 大恐龍嗷嗷 林偉翔 鐘逸唐 陳韋諾 李玟誼 陳偉民 劉雯翎 

中區 60 臺中市致用高中 蝗琮來襲 陳文祐 鄭丞皓 陳昭旭 王奕竣 陳易郁 黃琮翔 

中區 61 國立南投高中 馬卡吐司 簡至暐 王柏凱 賴冠宇 李恩綺 陳偉民 劉雯翎 

中區 62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How土路斯 陳柏瀚 蘇湘詒 李俋儒 林安翊 張自成 徐 毅 

中區 66 臺中市明道中學 感覺不太 陳易廷 江晉宏 陳品錞 張加欣 周壽祖 李岩潭 

中區 74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4隻老虎 辛云彤 陳冠垣 黃品承 賴麗安 賴燕烱 陳煥卿 

中區 79 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搗油膏 林孟誠 林文安 許哲瑜 許立穎 吳志文 蔡佳勳 

中區 86 臺中市明道中學 互助委員會 黃俊杰 魏晨名 貴萬欣 陳楚涵 陳士虹 周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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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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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名單依初賽隊伍賽場編號排序。 

競賽區域 賽場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一) 學生姓名(二) 學生姓名(三) 學生姓名(四) 指導教師(一) 指導教師(二) 

中區 90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傑出校友 張凱傑 王士杰 陳品佑 楊婷喻 劉福田 黃俊飛 

北區 94 國立竹北高中 好笑嗎 夏崇祺 蔡佑捷 黃憶忻 李子涵 張鈞凱 林晉豐 

北區 95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下一組上場 陳俊嘉 葉浩宇 顏廷安 湯宗哲 陳衍霖 陳忠裕 

北區 101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中 奇蹟 陳宥融 閻冠睿 蔡任哲 忻家楷 邱顯泰 許國財 

北區 102 國立花蓮高工 名器騎乘 黃楷憶 陳柏霖 莊仁傑 陳智遠 柯貞伊 歐陽愼 

北區 109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星爆 王浩安 王恩予 盧信諺 王昱翔 林健仁   

北區 111 桃園市啟英高中 造物者 童思儒 許丞典 林敬融 江鈺萱 連素玲 詹皓友 

北區 120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Ahoy! 莊東樹 林奕廷 羅鴻宇 王彥翔 胡南亦 張善婷 

北區 129 國立基隆商工 東尼達姆 周廷瑋 蘇聖羽 唐聖惟 林依葶 蔡宗和 顏國恩 

北區 130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火箭汪汪 陳韋帆 陳郭安 黃丞浩 王嬿婷 蔡宇宏 莊國昇 

北區 136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力思意義 羅立珉 吳恩榆 夏凱奕 沈奕霆 林哲維 陳冠霖 

北區 138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中 拂曉晨光 林泰翔 邱靜雯 翁和緯 黃竑錡 高曼婷 王靜誼 

北區 139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我沒換號碼 陳宛諭 張家豪 謝家揚 重金昊輝 陳瑞和 林伯聰 

北區 148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創意無垠 吳品宜 鄭丞恩 林昱安 張定楷 莫惠琁   

北區 149 基隆市二信高中 技創五號 畢嘉文 許桓瑜 林沛儀 陳俐慧 賴宏彰 陳姿穎 

北區 159 桃園市大興高中 JFSS 張道祐 陳聖霖 許盛維 黃啓榮 顏嘉宏 陳世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