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寫程

式選擇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自選 海青驚奇四超人 華麒工程實業 海青工商 宋靜妤 黃筠琪 許詠淇 林姵妏 -

自選 禁爆忌話 日本禁忌 海青工商 黃詩恩 謝沛雯 莊怡婷 李保宜

自選 波比冒險隊 兒童互動式APP 海青工商 林婷涵 謝宜庭 林宥任 林宛萱 遊佳霓 李保宜

自選 五個臭皮匠 數學公式應用 海青工商 蔡宗旻 黃姿婷 吳浚騰 吳憶恬 林秀芳 李保宜

自選 約會小天使 約會勝地 海青工商 陳郁心 沈文淵 賴怡蓉 鄭佳旼 李保宜

自選 凱旋歸隊 高雄市測速照相機 海青工商 王妤玟 張庭瑄 林萱 楊亞馨 李保宜

自選 再說一次 限水危機 三民家商 林冠呈 劉庭均 -

自選 一字一句
語文類-高職字音字

形
海青工商 何汶儀 王露澐 施佳怡 李保宜

自選 魯蛇軍團 幼兒學唐詩 海青工商 黃荷雅 張語欣 鄭輔巽 莊家驊 李保宜

自選 滿天星是植物~ 植物介紹 app 海青工商 吳坤儒 洪愷宏 葉永純 洪聖富 -

自選 PE Power 運動傷害 海青工商 林宣彤 陳湘婷 林睿騰 鄭智鴻 李保宜

自選 鋼琴app研究生 鋼琴app 海青工商 鄭亦傑 朱書誠 莊智盛 劉燕璇 -

自選 隊名想不到 奪旗！！！ 樹德家商 李桓逸 吳季翰 黃閔弘 李婉鈺 吳憲欽

自選 鬼怪隊 地獄-夢境大冒險 樹德家商 易采鈺 鄭玉婷 錢俐安 林妏軒 吳憲欽

自選 墮落五人組 回到嘎邇城 樹德家商 吳奕勳 張敦閔 蔡承翰 林于翔 陳岳聖 吳憲欽



撰寫程

式選擇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自選 好想贏含國 貓狗大戰 樹德家商 陳圓華 宋昱陞 許鈺瑋 陳俊憲 朱信學 吳憲欽

CmorePaaS 蠟筆好好玩 Draw出蠟筆 國立頭城家商 連展陞 周承佑 邱敏容 梁汎瑄 邱俊宏

自選 後來的我們 玻璃媽祖廟 樹德家商 吳芹宜 邵玥綾 莊萱 陳威伊 韓沛玓 施玉情老師

自選 隍上駕到 鳳邑城隍，忠節流芳 樹德家商 李玉瑄 郭朝祐 蘇彥誠 李沛羚 蔡瑋祐 張美萍、蘇仁彬

自選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苗栗縣興華高中 楊彩妮 徐麗玲 林雨瑄 -

自選 我的隊名有八個字 城市的綠洲 樹德家商 廖彩婷 許芳瑀 張育斌 盧宥伍 王煦富 蘇仁彬

自選 XXCY 英文 無限 SHOW 海青工商 謝亞文 陳紓萱 薛玥禎 楊淯雯 李保宜

自選 卡雞爆米花 新竹市區美食輪盤 磐石高中 許旻璿 張曜棠 吳政儀 李宗諺 李相洲 謝忠和

自選 北極熊探險趣 苗栗南庄 竹東高中 劉昱萱 李昀庭 王竹君 俞麗人 張鈞惠 張郁卿

自選
整杯咖啡都是我們的程式

碼
小吃訂單APP系統 立志中學 黃宸蓉 陳風熏 馬千琇 林伯穎 張千瑜 許正幃／孫誌成

自選 川流不息
客人川流不息-多福

川客菜小館
中壢高商 鍾語欣 張瑀庭 劉軒齊 -

自選 3D科技團 下一站~3D人"生" 立志中學 黃琇欒 林禹彤 謝勛傑 陳彥汶 王偉清

自選 Unicode 日前科技 義民高級中學 陳少琪 曾映淳 張念慈 李玟 -

自選 局部和聲 光明之戰 義民高中 陳盈燕 何秀文 趙芯慈 陳姿妤 -

CmorePaaS 這樣愛你對不隊 科學的奧妙 義民高中 蘇珮婷 黃嘉儀 楊綵晴 盧逸屏 黃品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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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 DK_FORCE 竹情琉璃 義民高中 吳聲狄 胡佳璇 王昭元 利富平 魏嘉德 -

自選 恐龍歷險記 南寮之情 義民高中 陳子潔 曾品舒 羅珮瑄 高涵玲 -

自選 閃亮3姊妹 SKATE 義民高中 楊茜羽 黃思齊 陳佩萱 -

自選 天霸動霸痛 螢幕程式 義民高中 劉宇宸 利癸震 陳冠麟 呂俊哲 葉韋辰 -

自選 Are U Ready？God！
Are U Ready？

God！
智光商工 郭莉萱 潘禹丞 游佩璇 孟令珠老師

自選 B.G.P
融在嘴裡的甜蜜-18

度C巧克力工房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附屬高級中學

陳冠瑋 陳秀鳳 潘喬淯 陳昇

自選 噗嚨共天團 從天而降的奇蹟 屏榮高中 郭秀娟 謝怡萱 董瑜祥 李岳翰 田駿德 王俊棋

自選 紅屎黑帽 益智闖天關 樹德家商 吳建宥 朱家佑 黃瑜辰 -

自選 文化大使 客家文化 穀保家商 沈侑樺 許詩涵 呂金昇

自選 守護天使 慈善 穀保家商 林俊逸 李承易 林明憲 林永泰 李宗翰 呂金昇

自選 霹靂小組ZXY 微妙微跳 穀保家商 邱宇 魏文妤 邱玉青 葉家妤 呂如玉 呂金昇

自選 黑色沙漠 鄉土文化 穀保家商 黃琬婷 顏嘉伶 呂金昇

自選 Hope Angel 人文類 穀保家商 蔡雯妃 許琇璟 潘妮君 李芯萍 呂金昇

自選 冷氣好冷隊 慈善人文科技 穀保家商 陳建豪 陳威諺 陳政宇 游晉瑋 -

自選 小白兔的故事 環保之太空大戰 樹德家商 盧睿謙 張簡宥騏 吳世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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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自選 小米蟲 環保小米蟲 樹德家商 楊亦琪 黃婷 蘇敬翔 林庭右 胡議強 謝茂順

自選 TSC 阿柴回家趣 樹德家商 花靖涵 洪晨真 王宣淳 鍾雅櫟 謝茂順

自選 CFWZC 知識大比拚 樹德家商 蔡宇庭 傅孟萱 吳雅琦 周芊嘉 陳慧如 謝茂順

自選 衝鋒奇蹟隊 輕快說單字 樹德家商 游雅嵐 吳昱霈 呂宸郡 謝茂順

自選 尬尬烏拉拉 閃車王 樹德家商 潘韋翔 張智淵 崔文信 陳翰揚 戚務桓 謝茂順

自選 台灣507 屈原餓了! 樹德家商 詹昇 花誠翼 林義融 龔智豪 鄭又通 謝茂順

自選 想不到隊名 兔子接胡蘿菠 樹德家商 林佑遠 潘郁洆 謝茂順

自選 我就是狂 不要再Lag 樹德家商 陳玟安 王筱淇 鄭奷妤 謝茂順

自選 Shining star 大家一起動次動 樹德家商 王薏慈 林怡蕙 吳岫憶 王鈺雯 黃于庭 謝茂順

自選 洞察力
未來人工 A I 智慧發

展趨勢
穀保家商 林政佑 林煒智 呂承軒 李正吉 王玉卉 呂金昇、戴暐真

自選 穀保交響曲 鹹光餅的由來 穀保家商 王群傑 陳詩涵 林沛珊 陳岱暄 陳品璇 戴暐真 呂金昇

自選 五俠客 NBA球隊介紹 穀保家商 周稟焜 鄭宇倫 趙辰恩 陳柏豪 黃柏銘 戴暐真/呂金昇

自選 「浪」我們在一起 留住「浪」 穀保家商 陳忻妤 陳雅臻 黃姿璇 郭于微 張瑋庭 戴暐真 呂金昇

自選 Angle X Child 慈善 穀保家商 余竹萱 施昶志 胡曉萍 林彥君 黃子綾 呂金昇

自選 Dream team
讓愛充斥著全世界-

世界展望會
穀保家商 陳靖潔 鄭雅文 黃文慧 洪家偉 周嘉俊 戴暐真/呂金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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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選擇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自選 五隻小雞 古文化的巡禮 穀保家商 謝正文 陳卉萱 許雅玟 陳婷 盧函榆 戴暐真/呂金昇

自選 SE 國文教戰手冊 樹德家商 顏渝倢 王琳瑄 黃群惠 陳秀涵 謝茂順

自選 金色狂風忍者對 科技進步 穀保家商 李侑謙 李樹金 吳政佑 周新國 林訓祥 戴暐真 呂金昇

自選 94狂 三重先嗇宮 穀保家商 王佳真 孫又壬 許浩偉 陳廷明 戴暐真.呂金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