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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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二林工商(一) 許峰盛 黃雪娟 邱保淮 葉信豪 黃焜地 邱惠君 常勝軍

81 大甲高工(一) 顏宏任 廖立程 林士倫 謝其翰 謝易裕 鄭立堂 上進青年

82 永靖高工(一) 詹証傑 蘇政文 陳亦恆 張宗蕙 林茂宏 林金龍 科結永現

83 霧峰農工(一) 俞凱傑 邱瀗毅 張宸豪 張正宜 蔡佳純 吳旻儒 富可敵國

84 崇實高工(一) 劉科宏 黃振益 趙家毅 陳靖暉 尤翠敏 賴燕烱 E.H.聯合

85 臺中高工(一) 黃兆鋒 鄭偉辰 鍾耿弘 郭芳君 廖心瑩 祝孟麟 百鬼夜行

86 大明高中(一) 林峘駥 蕭學謙 劉奕凱 麥耿翰 賴振昌 0 有巡堂注意

87 致用高中(一) 蔡明翰 楊淳任 薛宇智 孫平 方均平 謝一帆 哲學改造

88 員林農工(一) 張矩立 陳浚騰 賴致暉 李濬成 周明諒 周天勇 CLLJC

89 光華高工(一) 郝昱翔 馬敬軒 林祐丞 張懷恩 江夙儒 歐陽慎 出奇不意

90 彰師附工(一) 黃昱憲 陳宣慈 阮品嘉 邱駿榮 翁麗敏 黃宜弘 微笑很甜

91 秀水高工(一) 曹瑋昇 吳崧瑋 溫天維 林宜萱 賴良俊 0 傻瓜隊

92 永靖高工(二) 詹宇飛 洪崎豪 張智荃 許宸瑜 林茂宏 鄭武田 意境無線

93 崇實高工(二) 楊子鋐 鄭嘉誠 顏佳宏 劉怡君 許容輔 尤翠敏 好隊伍

94 二林工商(二) 蔡孟展 林儀閔 陳冠妤 陳信源 趙天覺 蔡逸凡 創意百分百

95 大甲高工(二) 廖澤元 黃光呈 李建旻 陳祺竣 謝易裕 鄭立堂 四賤客

96 霧峰農工(二) 林聖傑 謝承倫 郭維棕 林韶楷 蔡佳純 吳旻儒 絔狩蹔噬

97 光華高工(二) 陳祐聖 李旻辰 張元薰 廖啟成 徐瑞澤 鍾郁傑 喬喬好可愛

98 彰師附工(二) 陳名揚 林子熙 林子圻 蔣鎧翔 吳志文 曹昌偉 天外奇蹟

99 秀水高工(二) 蕭名傑 王冠樺 張詠裕 謝承憲 陳美婷 0 士巴式墊氣

100 員林農工(二) 賴泰元 蕭鈞毓 顏子程 陳揚金 周明諒 周天勇 I.Z.Q★

101 致用高中(三) 紀佑霖 柯博薰 謝建哲 易聖傑 方均平 謝一帆 我叫潘娜貝爾

102 大明高中(二) 汪明陽 徐盛煜 黃政嘉 田昀錡 賴振昌 0 全部都是菜

103 臺中高工(二) 李冠蓉 陳建佑 許凱翔 蔡淳安 林世昌 祝孟麟 電線寶寶

104 致用高中(二) 李家沐 黃家泓 李家倫 柯博瀗 方均平 謝一帆 Mini MTM

105 彰師附工(三) 林瑜晟 賴煥宗 梁育碩 李穎芝 曹昌偉 翁麗敏 No Name

106 霧峰農工(三) 鄧薪 張晏哲 李育維 簡鎬濬 戴正光 0 電能汽工

107 秀水高工(三) 吳晟均 葉旻修 孫承詳 鄭維新 劉文政 黃俊儒 使命必達隊

108 大甲高工(三) 葉永明 盧孝騰 陳泓諭 詹曜均 謝易裕 0 魟魚

109 員林農工(三) 林承寬 李承修 賴建誠 王浦儒 周明諒 周天勇 賓士class-C

110 二林工商(三) 黃福仁 洪嘉駿 魏華建 黃郁淇 趙天覺 蔡逸凡 Mighty Dream

111 光華高工(三) 劉子旭 陳暘浚 蕭郁儒 王仁宏 葉憲民 0 有創意就隊

112 崇實高工(三) 黃于瀠 許鎧麟 陳浚銘 高偉誠 陳煥卿 許容輔 W.W.W

113 南投高中(一) 楊振躍 張家愷 江志森 廖毓倫 劉雯翎 羅仕旻 電機製聖麗

114 霧峰農工(四) 蔡易麇 劉原君 唐勝彬 童致翔 邱新智 0 雨務山夆

115 永靖高工(三) 蕭妤珊 林鉦烽 林鈺哲 楊子茜 林茂宏 李岱佳 超然境界

116 大甲高工(四) 李威德 洪政玄 臧家駒 洪梓豐 莊智凱 王建仁 萬能小幫手

117 彰師附工(四) 王柏傑 陳麗秀 王啟吉 林宏憙 李旻哲 楊貴玉 驚奇四超人

118 臺中高工(四) 黃冠傑 林祐正 林庭宇 陳郁富 沈志秋 賴育材 變形金袋戲

119 秀水高工(四) 王冠穎 尤嵩閔 林子嘉 林生貴 賴良俊 張家豪 中區小叮噹

120 新民高中(一) 賴泱丞 楊文博 黃家豪 蔡旻志 許志宇 0 Magical Power

121 苗栗農工(一) 徐沂詰 賴鵬仁 鄭明皓 陳政宇 楊得明 蔡振鏞 機電風暴

122 臺中高工(三) 陳沅銘 黃洋翌 劉景文 郭伃欣 林世昌 胡凱詠 CSA

123 永靖高工(四) 謝長霖 鄭韋浤 蕭元諭 黃至廷 林茂宏 吳明福 突創奇思



124 員林農工(四) 謝欽展 吳承穎 王博煜 詹秭麟 周明諒 周天勇 五路財神

125 致用高中(四) 彭靖祺 林建勳 陳泳璋 勞育勝 方均平 謝一帆 給我希臘隊

126 大明高中(三) 李沂澤 洪子廷 徐盛煜 黃政嘉 賴振昌 0 資訊特攻隊

127 霧峰農工(五) 謝政益 廖忠傑 張顥薰 施閔祥 蔡佳純 0 鮮豆漿

128 光華高工(四) 鄭瑞和 何嘉豪 廖華源 陳彥翰 呂彥勳 0 Star Moon

129 崇實高工(四) 劉冠宏 蕭世旻 王心男 林明樺 賴燕烱 陳煥卿 卍兔

130 二林工商(四) 洪暐翰 唐竣彥 邱靖翔 許雅涵 黃焜地 0 創意小黑豬

131 永靖高工(五) 陳昱丞 劉有威 張鈞為 黃俊榜 林茂宏 張建文 機創靈想

132 臺中高工(五) 侯庭益 侯瑜涵 吳奕挺 張奕崴 胡凱詠 廖心瑩 火箭

133 彰師附工(五) 姚竣渝 曾逸律 賴奕璇 陳冠成 施硯元 黃宜弘 TBT隊

134 崇實高工(五) 陳佩均 黃靖雅 洪輊評 蕭郁儕 尤翠敏 賴燕烱 金牌

135 二林工商(五) 林彥呈 林瀚宇 林宜蓁 唐竣彥 趙天覺 黃秋柑 微笑特攻隊

136 秀水高工(五) 李佳翰 洪崧澤 劉權鋒 梁瑋倫 曹正勳 0 藍天無綠地

137 員林農工(五) 謝源峰 吳韋德 劉祐任 郭家愷 周明諒 0 GTRClass

138 大甲高工(五) 林家慶 林威翰 賴冠州 黃俊泓 謝易裕 0 自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