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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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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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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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恭 游○嫻 簡○芸

北-17 北區 蘇海揚帆03隊 謝○清 邱○祐 廖○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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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七逃郎 謝○威 林○埕 呂○祖

北-22 北區 南榮實驗揚帆隊 蔡○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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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競賽場域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一 隊員二

中-01 中區 不要擋在我前面 盧○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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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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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0 中區 日正飛揚04 黃○勤 施○呈 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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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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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競賽場域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一 隊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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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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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10 南區 台東新生男 施○成 孫○雋 林○宇

南-11 南區 台東科技女 施○成 林○岑 林○容

南-12 南區 攔截號 洪芷吟 許○芳 李○毅

南-13 南區 幽冥飛船 黃○賓 黃○育 林○賢

南-14 南區 黑珍珠號 黃○賓 郭○萱 林○甄

南-15 南區 無畏號 許○民 蔡○宴 林○芳

南-16 南區 福利社不排隊 張○如 田○若 胡○倪

南-17 南區 難兄難弟 嚴○淳 嚴○毅 嚴○宸

南-18 南區 FRC774 曾○暉 江○寰 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