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座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選手一 選手二 選手三 選手四 指導老師(一) 指導老師(二)

3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標點符號 邱湘媞 林柏佑 盧楷勛 曾暐翔 林健仁 林久芳

6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句點 林鈞毅 廖伯彥 黃冠錚 李家丞 林健仁 林久芳

11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四漢廢言 黃柏閎 李冠霖 徐品源 劉威呈 莊國昇 蔡宇宏

1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你會仰式嗎 黃駿宇 吳秉樺 柯欣伶 邱毓云 蔡宇宏 莊國昇

15 國立竹北高中 會贏對不對 廖建惟 官孝澤 余秉修 曾國竣 鄭銘雄 林晉豐

19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First blood 張桔榮 曲芷儀 周信傑 黃琨喨 林雍釗 黃可穎

27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 和餓唯陣列 郭若婕 錢涵茹 黃健碩 周佑名 許國財 高曼婷

30 國立羅東高工 啦啦 游瑞承 康祐晨 徐萬宗 陳鈺珊 游宇聖  
31 國立新竹高工 煌源團 徐煌 呂彥侖 陳宥任 邱宣智 葉又瑄  
34 國立新竹高工 人民的法槌 連奎智 余承鴻 蔡弘梓 范群玄 陳昱志  
35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創意無極限 王怡莉 簡志成 陳俊安 詹凱博 張簡湘玲 楊憶慧

44 桃園市光啟高中 異想天開 林鈺振 楊宸瑋 紀來旺 簡家展 李慰萱 胡立民

53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星星點燈 李美人 葉芷盈 王紫楹 陳廣綸 張善婷  
5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羅賴8 徐嘉宏 翁偉豪 李明璋 蘇家昌 林健仁 林久芳

56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CLAY 郭瀚駿 王子安 朱志凱 李沛軒 張善婷 陳杰村

63 新竹縣內思高工 名偵探柯基 林樹泓 戴秉松 劉佩珊 楊景筑 鄒瞻嶽 黃庭裕

76 臺北市景文高中 阿杜布拉克 吳宜達 梁軒諭 胡尚琦 王柏叡 溫崑明 陳柱政

85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 四人份創意 詹晏閔 陳聖文 林沂謙 李佳樺 邱新智 張育家

86 臺中市明道高中 不要倒廚餘 陳權 周品宏 柯捷薰 曾牧茵 陳敬肯 李岩潭

89 國立大湖農工 還在想名字 徐若翔 陳俞全 傅凱晟 陳奕彣 羅正斌 張祐榮

94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 四個臭皮匠 蔡鴻澤 黃烝麒 薛椿儒 張文豪 林瑞專 戴家陞

97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 名字五個字 蘇敬喆 謝家科 詹立群 石炘弘 林瑞專 戴家陞

99 臺中市光華高工 無限可能 趙國陞 余軍利 劉于群 林敬傑 王宏仁  
100 臺中市致用高中 天外奇蹟 洪敏勝 江鋐璟 許耀勳 田宇修 陳易郁  
103 臺中市明道高中 四棒團 洪翊翔 林嘉軒 洪啓元 陳鈺杭 陳士虹 李岩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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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 讓蝴蝶飛吧 賴炯智 梁偉宗 陳立緯 陳建安 邱新智 何明祐

123 臺中市光華高工 無限創造 謝力弘 江海誌 江至瑋 邱俊順 黃芳瑩 林柏遠

124 國立南投高中 水泥燈泡 邱兆毅 蕭又升 張紘睿 黃柏誠 陳偉民 劉雯翎

127 國立南投高中 第六驅逐 鄧友捷 陳柏翰 洪瑞妤 洪嘉呈 陳偉民 劉雯翎

134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追夢飛翔 陳盈蓁 張晉溪 葉宇翔 王俊融 許容輔 陳煥卿

137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無與倫比 黃姵蓉 江宜樺 陳建廷 張凱畯 尤翠敏 賴燕烱

163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贏我們都不對 陳宜萱 曾于娟 趙梓叡 楊庭柔 許麗芬 黃冠益

16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誰與爭鋒 呂祐甄 林乙宸 徐嫚羚 凃京佐 蘇鈺婷 黃冠益

174 國立成大附工進修學校 阿嬤哩底 王冠樺 陳雯瑜 陳子寧 楊嘉傑 何裕隆 林文泰

182 國立臺南高工 春日部防衛  王蘊婷 劉品儀 葉晉瑋 林新皓 陳銀崇  
200 臺南市慈幼工商 人字拖大俠 林淞祐 吳岱澤 蔡穎東 黃昱誠 洪埜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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