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國中小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區賽注意事項 

 

感謝各位老師及各位同學參與 2022 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今年度競賽報名已截止，

北區競賽場域錄取隊伍數初階競賽組 13 隊、高階競賽組 21 隊；中區競賽場域錄取隊伍數初階

競賽組 20 隊、高階競賽組 15 隊；南區競賽場域錄取隊伍數初階競賽組 12 隊、高階競賽組 11

隊；共計錄取 92 隊，競賽隊伍名單如後。 

 

一、區賽注意事項-報到： 

1. 各隊伍於區賽當日報到時，請參賽選手攜帶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健保卡或

學生證等)供身份查驗，未攜帶相關證件者，不予發給參賽證明。 

2. 各隊伍於區賽當日報到時，請繳交報名簡章附件 3「帆船設計與修改理念說明」，若報到時

未能繳交，視為未完成報到，可於競賽前完成補交。 

3. 各隊伍於區賽當日完成報到後，需抽取隊伍競賽順序籤，並依競賽順序進行競賽及入座。 

4. 因場地及防疫限制，本次競賽僅開放各隊參賽選手及一名指導老師(或家長)入場，並需全程

配戴大會提供之名牌。 

二、區賽注意事項-競賽期間： 

1. 各區區賽流程：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資料繳交/競賽順序抽籤 

10:00-10:30 開幕/評審介紹/競賽規則及注意事項說明 

10:30-12:00 自由練習時間 

12:00-13:00 午餐 

13:00-16:30 競賽時間 

16:30-17:00 頒獎 

2. 為避免影響競賽進行，競賽時間(約為 13:00-16:30)與會人員禁止出入競賽場域。 

3. 競賽場上僅限工作人員、參賽者及評審可以進入，領隊教師及陪同人員請勿入內；更不可

以在場外進行指導，違反而情節重大者，一律取消參賽者之比賽資格。 



三、錄取名單： 

2022 全國中小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錄取名單(10/05)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北區 初階競賽組 Ocean power 羅○廷 羅○翔 許○益 

北區 初階競賽組 中壢得藝 Maker 王○文 黃○城 呂○遠 

北區 初階競賽組 少年與海 福○○惠 林○ 林○ 

北區 初階競賽組 霓鋐隊 張○銘 楊○鋐 楊○霓 

北區 初階競賽組 銳嘉 陳○豪 陳○睿 陳○輔 

北區 初階競賽組 安中一號 吳○慧 周○宇 謝○貞 

北區 初階競賽組 長濱海女隊 吳○競 張○ 曾○安 

北區 初階競賽組 一帆風順 巫○潁 楊○鈞 王○睿 

北區 初階競賽組 楊帆 李○玲 陳○崴 廖○絨 

北區 初階競賽組 成雙對 陳○銘 藍○鴻 許○敏 

北區 初階競賽組 7569 開根號 吳○弘 吳○稼 許○恩 

北區 初階競賽組 成船好好玩 吳○菱 方○聰 林○立 

北區 初階競賽組 大家來成船船 吳○菱 蔡○樺 楊○鑫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北區 高階競賽組 夢想號 楊○嘉 蘇○穎 
 

北區 高階競賽組 微風號 曾○雯 林○謙 葉○潔 

北區 高階競賽組 你決定就好 羅○棈 張○予 石○詩 

北區 高階競賽組 喔喔喔喔喔 張○瑱 韋○皓 鄞○力 

北區 高階競賽組 暈船絞殺隊 吳○德 吳○榛 楊○逸 

北區 高階競賽組 你這隊名太假了 吳○德 于○秩 董○衡 

北區 高階競賽組 長濱海子 吳○競 董○呈 潘○軒 

北區 高階競賽組 44944 吳○慧 林○德 林○閎 

北區 高階競賽組 樂高帆船 吳○慧 王○勛 林○宇 

北區 高階競賽組 七彩的夢幻樂園 潘○怡 連○傑 陳○劭 

北區 高階競賽組 古代靈異雙頭戰象 李○熹 潘○愷 湯○晢 

北區 高階競賽組 Sunny 蘇○欽 姜○懋 文○程 

北區 高階競賽組 Team Apostéllo̱ 高○陶 江○慶 吳○宸 

北區 高階競賽組 邵林奇魚號 蔡○元 邵○翰 吳○澐 

北區 高階競賽組 流浪的虎克船長 蔡○元 謝○凱 陳○駿 

北區 高階競賽組 爸爸 蔡○元 謝○峰 石○宇 

北區 高階競賽組 RD 李○毅 游○綸 余○廷 



2022 全國中小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錄取名單(10/05)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北區 高階競賽組 brick bee 李○毅 吳○峰 周○安 

北區 高階競賽組 蘇海揚帆 羅○政 江○又 陳○恩 

北區 高階競賽組 海賊王 賴○彰 王○諒 簡○亦 

北區 高階競賽組 一帆風順 賴○彰 溫○涵 蕭○翰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帆布帆 吳○銘 吳○霖 林○彤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毅謙首航 顏○琳 高○謙 馮○毅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村中揚帆 A 郭○倉 彭○喬 王○洋 

中區 初階競賽組 一帆風順 張○菁 游○豪 曾○峰 

中區 初階競賽組 精快帆船 劉○均 張○叡 林○杰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嘉義世賢小創客 吳○德 吳○曄 黃○儒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暴風雨真有趣 李○堯 劉○呈 林○宏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惠文雲豹 陳○明 王○恩 李○豫 

中區 初階競賽組 黃金梅利號 馬○柵 楊○憲 馬○閔 

中區 初階競賽組 94 神隊 林○泰 柳○穎 蕭○軒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日正飛揚 黃○勤 潘○希 林○綺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南投大樹公 2 隊 張○豪 陳○翔 藍○捷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埔里小子 蔡○義 蔡○燁 黃○銓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埔里原住民 蔡○義 江○霆 謝○鈞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埔里 002 蔡○義 林○甯 林○霆 

中區 初階競賽組 超級麻帆隊 陳○宏 曾○昕 黃○軒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北新飛魚 曾○凱 曾○軒 葉○祥 

中區 初階競賽組 東園號啟航 毛○驥 陳○宏 林○立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埔龍宮 B 隊 劉○良 黃○綸 郭○銓 

中區 初階競賽組 埔龍宮 A 隊 蔡○怡 劉○銨 鍾○芮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中區 高階競賽組 一級棒 彭○鈞 李○璿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其源 張○育 余○儒 張○芳 

中區 高階競賽組 清中碧海 陳○ 陳○ 陳○宇 

中區 高階競賽組 日正當中 黃○勤 陳○錡 林○銓 

中區 高階競賽組 村中揚帆 B 郭○倉 賴○意 邱○哲 

中區 高階競賽組 風平浪靜 葉○帆 李○宸 曾○宸 



2022 全國中小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錄取名單(10/05)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中區 高階競賽組 衝衝衝 葉○帆 鄭○傑 羅○揚 

中區 高階競賽組 漢口國中 鄭○南 黃○宥 江○澄 

中區 高階競賽組 深山林內帆船隊 張○豪 張○瑜 戴○昱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南投大樹公 1 隊 張○豪 吳○永 張○榕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對對對對隊 蔡○義 陳○中 張○甄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埔里天空樹 蔡○義 許○溱 王○甄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埔里山豬 蔡○義 孫○ 劉○頡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埔里獵人 蔡○義 江○翰 鄭○硯 

中區 高階競賽組 埔里 J.H.K 蔡○義 郭○語 洪○傑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南區 初階競賽組 創客吳極限 蔡○君 吳○瀚 吳○蓉 

南區 初階競賽組 巫女 巫○軒 巫○橙 巫○霓 

南區 初階競賽組 虎龍兄弟隊 李○道 李○祐 李○霆 

南區 初階競賽組 柏銳東瑾隊 李○峰 吳○銳 蔡○瑾 

南區 初階競賽組 JUPC 侯○佑 李○瑜 侯○丞 

南區 初階競賽組 布農勇士 蔡○弘 王○○翰 余○傑 

南區 初階競賽組 coaches 邱○慧 黃○翔 陳○榮 

南區 初階競賽組 Sailors 邱○慧 高○呈 高○岑 

南區 初階競賽組 遠的要命王國 B 郭○能 姚○倫 許○竣 

南區 初階競賽組 遠的要命王國 C 郭○能 黃○揚 黃○翰 

南區 初階競賽組 遠的要命王國 D 郭○能 蘇○勝 朱○騰 

南區 初階競賽組 海的顏色 林○杰 羅○娟 林○江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南區 高階競賽組 YHSH001 岳○萱 岳○杰 王○ 

南區 高階競賽組 YHSH002 岳○萱 周○宇 余○駿 

南區 高階競賽組 台灣民主國 利○文 李○頡 胡○恩 

南區 高階競賽組 SY PHANTOM 郭○凌 郭○妤 郭○芯 

南區 高階競賽組 延平 bunun 蔡○弘 胡○平 邱○展 

南區 高階競賽組 YHSH003 岳○萱 郭○丞 吳○恩 

南區 高階競賽組 遠的要命王國 A 郭○能 張○傑 柳○崟 

南區 高階競賽組 C team 黃○婷 吳○芯 楊○昕 

南區 高階競賽組 一棍打一船 謝○哲 侯○米 盧○綸 



2022 全國中小學生遙控帆船 STEAM 創客大賽-錄取名單(10/05) 

區賽場域 組別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 1 姓名 隊員 2 姓名 

南區 高階競賽組 RX-78 謝○哲 李○翰 錢○翔 

南區 高階競賽組 最強五花肉 張○豪 張○勝 張○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