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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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晉級錄取名單 110.05.03 
 

競賽區域 賽場座號 報名學校 隊伍名稱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指導教師(一) 指導教師(二) 

北區 1 桃園市光啟高中 預防損失 葉駿霆 孫 誠 蕭兆辰 張嘉薰 胡立民 廖喻柔 

北區 6 基隆市二信高中 創研七號 蕭淨予 陳信巖 李昱萱 李珮甄 陳姿穎 賴宏彰 

北區 9 國立基隆商工 唐依聖建 溫建評 蘇聖羽 唐聖惟 林依葶 蔡宗和 顏國恩 

北區 23 桃園市大興高中 絞肉守護者 陳以勒 李佳龍 陳民綻 陳斯敖 顏嘉宏 陳世芳 

北區 2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明日之猩 巫炳佑 連翊成 郭廷威 賴政丞 張簡湘玲 石明金 

北區 33 桃園市啟英高中 馬爾濟三 楊鈞婷 呂珈融 許顥嚴 陳泓志 連素玲 羅冠雯 

北區 35 桃園市治平高中 武德咩噗 林宏洋 吳天皓 謝耀緯 劉丞芯 吳育智 朱哲儀 

北區 49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機凍制霸 潘熊魁 游皓允 陳奕廷 傅文逸 陳睿家 劉人豪 

北區 61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決勝 陳 逸 吳薛安 簡晉煌 吳坤諭 林健仁   

北區 62 桃園市大興高中 李子地瓜湯 李晉緯 黃子揚 湯育軒 陳子賢 顏嘉宏 陳世芳 

北區 64 國立竹北高中 統神鮭火鍋 廖建惟 李家睿 黃羿華 徐定瑋 鄭銘雄 林晉豐 

北區 69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粉紅豬小妹 張欣凱 鄭智仁 蘇致諼 王彥翔 張善婷 胡南亦 

北區 72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冠軍滷肉飯 許智傑 趙益弘 馮勤文 金城鋒 黃可穎 陳冠霖 

北區 73 國立羅東高工 逮丸南波萬 張任翔 林裕恩 廖宇翔 翁廷陞 張凱倢   

北區 79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中 和餓唯陣列 錢涵茹 郭若婕 黃健碩 周佑名 許國財 高曼婷 

北區 81 國立花蓮高工 鋼彈盪單槓 張芳慈 陳思杅 陳少謙 張卉美 歐陽愼 柯貞伊 

北區 82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金色菁英 陳韋翰 黃齡楷 葉旻蓁 郭玥廷 林久芳 林健仁 

北區 85 國立竹北高中 我們去台東 林俐岑 林柏宇 王政甯 呂嘉桐 鄭銘雄 林晉豐 

中區 91 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杏仁豆腐冰 陳澔勳 陳姵妤 陳欣瑜 薛宥嘉 曹昌偉 黃宜弘 

中區 92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鋼鐵意志 張栩健 李宥德 王怡蓁 林裕翔 林威成 劉怡如 

中區 93 臺中市明道高中 MIF 潘祈碩 曾博軒 吳佳媛 魏婕丞 陳敬肯 周壽祖 

中區 94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 進擊水箭鮭 謝昀龍 黃俊翔 侯叡諭 林諺平 邱新智 張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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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95 國立大湖農工 鴨蛇我奇誰 陳昱霖 楊承霖 李韋成 韋彥宇 羅正斌 張祐榮 

中區 97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毛獸軍團 李峻佑 柳昀姍 邱凱鴻 蕭儒謙 陳煥卿 許容輔 

中區 109 臺中市明道高中 千宇苡承 吳宸宇 施承佑 顏千涵 王苡晴 李岩潭 陳士虹 

中區 111 國立南投高中 小恐龍嗷嗷 汪文杰 林偉翔 洪冠霖 盧愷鴻 陳偉民 劉雯翎 

中區 115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萌獸軍團 邱奕愷 郭家聿 蘇筱淇 施建一 賴燕烱 尤翠敏 

南區 134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Sage 陳玫均 陳鈺欣 戴伶希 邱品翰 黃冠益 石家瑋 

南區 136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翼想天開 許宸瑋 吳恩豪 莊竣凱 李岱霖 易善馨 蘇明福 

南區 137 國立臺南高工 摳你吉娃 伍亭羽 潘紫葳 黃世華 余志源 林伯煒 黃子健 

南區 148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佛萊明左手 張瑋恩 蔡姍珊 甘鈺立 陳鈺妃 王志偉 蔡振貴 

南區 155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大腦在星爆 王維宏 謝豐鍵 林炅玄 朱苡瑄 蘇明福 易善馨 

南區 159 國立鳳山商工 鮭魚 蔡秉勳 李瑋翔 張嘉恩 黃慈萱 蔡華真 謝曜聰 

南區 162 國立成大附工進修學校 夜行者 王冠樺 王冠毅 高 睿 楊絜達 何裕隆 林文泰 

南區 170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我們很強 林乙宸 吳俊翰 洪宜庭 石庭禎 黃冠益 張毓華 

外島 173 國立澎湖海事 歐米茄 2.0 葉昭德 黃昀政 李曼瑜 林于茜 莊曲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