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全國中學生遙控帆船 STEAM創客大賽」錄取公告 

 

感謝各位老師及各位同學參與「2021 全國中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今年度競賽

第一階段報名已截止，北區競賽場域報名隊伍數 33 隊，錄取 27 隊；中區競賽場域報名隊伍數

20 隊，錄取 20 隊；南區經賽場域報名隊伍數 9 隊，錄取 9 隊；第一階段報名共計錄取 56 隊。

錄取原則及報名費繳費方式、錄取隊伍名單如下所列。 

 

一、錄取原則及報名費繳費方式： 

1. 錄取方式以各校保障錄取三隊為原則，以各校報名順序前兩隊錄取之。若報名隊伍為跨校

報名，隊員一為 A 校、隊員二為 B 校，則 A、B 校分開計算，如 A 校報名超過兩隊但 B 校

未超過兩隊，則該隊予以錄取。 

2. 錄取隊伍如需修改參賽資料，請將修改後資料寄至 swj465@mail.nmmst.gov.tw    

3. 因南區報名隊伍數未達上限，將於 9/9 日中午 12:00 於競賽官網開放第二階段報名，額滿

20 隊或於 09/19(日)23:59 關閉報名系統。 

4. 未錄取隊伍若想更改至南區競賽場域，可於第二階段報名截止前寄信至 

swj465@mail.nmmst.gov.tw  進行修改。 

5. 錄取隊伍請於 9/8 日 23:59 前完成報名費繳交，報名費以匯款方式繳交，繳費後請填寫此

表單回覆匯款相關資訊 https://forms.gle/C4GJNzKb4mUak3iKA 。逾期未繳交則視同放棄，

主辦單位將依序通知未錄取隊伍進行遞補。 

6. 匯款戶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郵局帳號：0011111-0199339(基隆八斗子郵局)。 

7. 繳費收據將於各區競賽報到時交予參賽隊伍，繳費收據需抬頭或統編請於匯款表單內註

記。 

8. 確認繳費後，本館將寄出遙控帆船材料包，請收到材料包之隊伍於各區說明會前完成帆船

組裝並於說明會當日帶至會場進行試航。 

 

二、錄取名單： 

2021 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各區錄取名單 

編號 競賽場域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一 隊員二 

北-01 北區 基隆首航 1 賴○彰 ？○涵 蕭○翰 

北-02 北區 機械二信 黃○喨 許○傑 周○佑 

北-03 北區 Erxin 902 賴○彰 劉○任 顧○東 

北-04 北區 鬼扯大隊 蔡○元 張○彬 黃○睿 

mailto:swj465@mail.nmmst.gov.tw
mailto:swj465@mail.nmmst.gov.tw
https://forms.gle/C4GJNzKb4mUak3iKA


2021 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各區錄取名單 

編號 競賽場域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一 隊員二 

北-05 北區 鷹揚 楊○堯 陳○雲 李○一 

北-06 北區 辭修黃金雙人配 鄭○人 莊○毅 廖○睿 

北-07 北區 鶯帆風順 蔡○益 潘○宥 秦○哲 

北-08 北區 高韻筑高雨蔓 林○蓁 高○筑 高○蔓 

北-09 北區 BNT 謝○威 李○佑 謝○志 

北-10 北區 安中 504 吳○慧 楊○展 鄭○辰 

北-11 北區 文化合作隊 游○琴 游○樺 江○又 

北-12 北區 德皓隊 呂○川 羅○崴 劉○澔 

北-13 北區 龍帆隊 杜○皓 許○薰 黃○雯 

北-14 北區 喬治隊 蔡○元 劉○瑋 莊○宸 

北-15 北區 蘇海揚帆 01 隊 羅○政 林○濬 呂○緯 

北-16 北區 蘇海揚帆 02 隊 丁○瑜 林○辰 張○ 

北-17 北區 蘇海揚帆 03 隊 李○全 陳○妤 陳○晟 

北-18 北區 科技帆船 吳○慧 吳○恆 沈○暐 

北-19 北區 中正創客 徐○倫 黃○霆 陳○鈞 

北-20 北區 給我 BNT 謝○威 王○宇 李○凱 

北-21 北區 林家菇 謝○威 林○韻 陳○翔 

北-22 北區 南榮實驗揚帆隊 蔡○？ 陳○楷 王○恩 

北-23 北區 國立基隆高中 蔡○元 劉○睿 王○軒 

北-24 北區 國恩夜夜秀 吳○慧 王○勛 顏○祐 

北-25 北區 To Be Crazy 蘇○欽 蔡○佑 楊○？ 

北-26 北區 一帆風順 趙○良 楊○婷 簡○能 

北-27 北區 郡之航 曾○豪 林○洺 趙○鑫 

      

中-01 中區 不要擋在我前面 王○堯 方○承 王○翔 

中-02 中區 同船一命 張○豪 張○睿 張○瑜 

中-03 中區 安中黑騎士 卓○龍 卓○志 王○錞 

中-04 中區 感覺不太隊 姚○穎 楊○祐 江○峻 

中-05 中區 一個睡覺一個混 姚○穎 鐘○佐 郭○宏 

中-06 中區 學店 姚○穎 黃○瑋 余○霆 

中-07 中區 日正飛揚 01 黃○勤 陳○錡 潘○希 

中-08 中區 日正飛揚 02 黃○勤 陳○騏 賴○翰 

中-09 中區 日正飛揚 03 黃○勤 吳○澤 郭○祥 

中-10 中區 日正飛揚 04 黃○勤 施○呈 梁○宏 



2021 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各區錄取名單 

編號 競賽場域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一 隊員二 

中-11 中區 日正飛揚 05 黃○勤 張○棋 雷○崴 

中-12 中區 MDHS 施○輝 馮○宇 焦○誠 

中-13 中區 航向成功 黃○？ 許○宥 許○賢 

中-14 中區 鵬程萬里 劉○欣 董○埕 林○晨 

中-15 中區 齊昕協立 林○娟 莊○苹 陳○昕 

中-16 中區 清水國中 洪○昶 施○宇 蔡○家 

中-17 中區 學霸航海王 蔡○義 曾○凱 蔡○臻 

中-18 中區 埔里夜神 蔡○義 吳○靖 張○翔 

中-19 中區 那是糖精不是我家的甘蔗 許○淇 余○緯 陳○博 

中-20 中區 對對對對對對 蔡○義 陳○中 張○甄 

      

南-01 南區 樂觀女團 邱○慧 李○穎 楊○媛 

南-02 南區 瑞祥不是普普通通的高中 曾○暉 林○宇 蔡○倫 

南-03 南區 B-Team 魏○珍 吳○芯 楊○昕 

南-04 南區 喬治咪咪隊 陳○祥 陳○萱 陳○萱 

南-05 南區 帆船一姐隊 陳○祥 顏○萱 陳○妤 

南-06 南區 KYC4 利○文 蘇○龍 吳○佑 

南-07 南區 岡山山羊隊 郭○哲 郭○睿 黃○融 

南-08 南區 長濱國中 吳○競 嚴○君 邱○儒 

南-09 南區 台東智能男 施○成 謝○宇 張○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