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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咩咩橋-黑手仁NO.173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吳○揚 梁○綮 徐○豪 無

2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北宋橋-黑手仁NO.174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溫○雄 曾○偉 楊○傑 無

3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初來橋-黑手仁NO.175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吳○銘 張○煜 王○任 無

4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天下第一爛橋-黑手仁
NO.176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王○諧 賴○瑋 吳○敬 無

5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追風橋-黑手仁NO.177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薛○元 吳○翰 李○誠 無

6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和平橋-黑手仁NO.178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黃○翔 許○安 林○琦 無

7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春來橋-黑手仁NO.179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黃○焴 黃○中 何○明 無

8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摔車橋-黑手仁NO.180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邱○登 田○誠 鐘○安 無

9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一個概念牙薩-黑手仁
NO.181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戴○運 劉○均 徐○旭 黃○晏 無

10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星光氣流隊-黑手仁NO.184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黃○仁 鄧○軒 李○對 管○軒 無

11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龍脈橋-黑手仁NO.182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黃○仁 蔡○豪 楊○杰 徐○凱 沈○朋

12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華橋RB-黑手仁NO.183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黃○仁 何○宇 陳○勛 蔡○豪 江○成

13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高英橋-黑手仁NO.185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黃○仁 吳○穎 鄭○軒 張○傑 陳○鈴

14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初世偶萊橋-黑手仁NO.186 強度設計組 林○仁 吳○銘 陳○榤 賀○廷 朱○諺 柳○伊

15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早安咖啡-黑手仁NO.187 強度設計組 林○仁 吳○銘 黃○傑 楊○安 力○銘 呂○毅

16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耿鼎奈河橋-黑手仁NO.188 強度設計組 林○仁 吳○銘 郭○暉 唐○翔 鍾○儐 郭○偉

17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早安高英-黑手仁NO.189 強度設計組 林○仁 吳○銘 吳○豪 陳○豪 黃○錡 劉○庭

強度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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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力宏造橋協會-黑手仁
NO.190

強度設計組 林○仁 吳○銘 伍○鳴 黃○錡 黃○煜 蔡○良

19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優質高英-黑手仁NO.191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魯○傑 廖○樂 葉○宏 黃○荃 戴○文

20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硬啦~-黑手仁NO.192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魯○傑 潘○宏 利○洋 藍○皓 周○霖

21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它是一座橋-黑手仁NO.193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魯○傑 林○全 梁○忠 陳○鴻 黃○生

22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橋橋載多重-黑手仁NO.194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洪○閔 邱○豪 張○哲 董○倫 無○

23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初來橋-黑手仁NO.195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蔡○嶸 曾○騰 黎○義 蔡○念

24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走著橋-黑手仁NO.196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黎○義 蔡○嶸 曾○騰 蕭○唯

25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走著橋-黑手仁NO.197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徐○承 陳○綸 許○棋 林○竣

26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橋瑟夫橋斯達-黑手仁
NO.198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陳○綸 徐○承 許○棋 張○雄

27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兔子的橋-黑手仁NO.199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許○棋 陳○綸 徐○承 張簡○星

28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早安咖啡-黑手仁NO.200 強度設計組 林○仁 洪○閔 孫○慶 陳○辰 蔡○欽 無○

29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一座橋-黑手仁NO.201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陳○佑 許○棋 蔡○嶸 謝○益

30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出來橋-黑手仁NO.202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李○緯 金沙○澔 宋○呈 無○

31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橋本有菜-黑手仁NO.203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鄧○華 何○翰 鄭○發 鐘○嘉 無○

32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進去橋-黑手仁NO.204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魯○傑 曾○騰 黎○義 蔡○嶸 蔡○豪

33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汽車科 橋-黑手仁NO.205 強度設計組 林○仁 魯○傑 陳○銘 蔡○嶸 許○棋 黃○錡

34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出來橋 設計強度組 林○傑 吳○瑋 盧○聞 黃○庭 洪○翔 黃○源

3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土木科 秀哥說得隊 設計強度組 廖○勝 潘○愷 陳○豪 林○豐 邱○德

36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公東玫瑰花 設計強度組 施○瑩 鍾○庭 許○ 楊○泯 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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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消防工程科 719加1等於720 設計強度組 林○婷 黃○盛 林○烜 陳○諺 賴○廷

38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科 啊哩不達 設計強度組 陳○民 黃○豐 陳○群 李○峻 陳○弘

39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 無名小卒隊 設計強度組 曾○睿 陳○民 潘○宏 陳○偉 王○佑 李○閎

40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 滿漢大昌 設計強度組 曾○睿 蘇○ 陳○齊 謝○安 邱○峻

41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科 粗萊麵對 設計強度組 曾○瑞 李○發 林○霆 吳○育 陳○佑

42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 壓力山大 設計強度組 曾○睿 陳○民 黃○聖 胡○逸 潘○愷 賴○恩

43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普通科 初來橋 設計強度組 俞○柏 陳○辰 洪○儒 官○帆 林○元

44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你再壓試試看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劉○廷 廖○荏 吳○辰 王○軒

45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我想欸耳抓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陳○萍 余○穎 顏○誠 無○

46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壓力山大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劉○絹 呂○蓁 陳○政 無○

47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壓不爛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王○蘋 顏○豪 劉○禎 無○

48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我不知道 設計強度組 劉○宏 歐○秀 鄭○謙 陳○群 陳○宇 無○

49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巴嘎 nono 巴誰巴誰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蔡○琳 戴○丞 楊○ 無○

50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不要利用我 設計強度組 劉○宏 黃○儒 白○均 蔡○樺 王○豪 無○

51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十二點整 設計強度組 黃○儒 劉○宏 張○仁 林○翰 林○諭 無○

52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月光閃亮亮復仇鬼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殷○璁 段○奇 鄭○穎 無○

53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哈哈傻瓜蛋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楊○維 李○毅 王○銓 無○

54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152 club 設計強度組 劉○宏 黃○儒 黃○榕 曾○曦 江○屏 無○

55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海超人與大洋游俠 設計強度組 黃○儒 歐○秀 吳○紘 朱○承 黃○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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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Once被郁清打到瘀青 設計強度組 歐○秀 黃○儒 林○清 萬○漢 蔡○恩 無○

57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EQ必中外圈刮 設計強度組 歐○秀 劉○宏 張○睿 黃○翔 黃○偉 無○

58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七彩的微風 設計強度組 歐○秀 黃○儒 吳○誼 黃○涵 林○榕 無○

59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材料好貴555 設計強度組 歐○秀 黃○儒 魏○儀 蘇○宇 羅○宇 無○

60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出來橋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王○程 許○昌 黃○豪 無○

61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黑化肥發灰會揮發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王○程 王○勛 王○逸 陳○勝

62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美送來橋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黃○緯 鄭○承 劉○妤 無○

63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彰化甲組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李○嶧 巫○錦 楊○翰 無○

64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你牢木很重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許○惠 柯○宜 黃○函 吳○蓁

65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豪豪山豬肉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林○豪 施○壯 陳○禎 曾○飛

66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正修科大代表隊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林○誼 楊○璋 楊○誠 洪○倢

67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打妹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賴○君 白○碩 何○翰 周○穎

68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龍柱回桃 設計強度組 張○謙 林○和 陳○烜 張○睿 陳○勛 張○誠

69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建築科 倫敦鐵橋垮下來 設計強度組 李○儒 林○丞 林○芸 顏○宸 林○承

70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建築科
霹靂卡霹靂拉拉波波麗娜杯

杯魯多
設計強度組 李○儒 陳○安 王○宇 曾○維 廖○焰

7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一爆強隊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潘○元 張○槐 薛○彤 陳○恩

7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一超強隊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潘○元 張○槐 薛○彤 陳○恩

7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無量空處-精準超強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林○宇 陳○恩 陳○伶 田○好

7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ONE FOR ALL賦予強

度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杜○均 王○丞 余○亞 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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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中的魔術師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陳○恩 魏○宸 陳○如 無○

76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今天的我沒有極限 設計強度組 張○瑋 張○翔 魏○宸 陳○恩 陳○如 無○

77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紅毛星猩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廖○豪 李○芳 陳○蓁 無○

78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扛的住 設計強度組 范○茱 方○智 洪○馨 莊○緯 陳○ 陳○歆

79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橋上有餓魚 設計強度組 范○茱 方○智 張○立 江○緯 劉○涵 秦○淑

80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鹽山有烏雲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吳○妤 吳○嫺 林○萱 蔡○珊

81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ㄐㄧㄢ不可吹 設計強度組 賴○樺 羅○銘 戴○泯 林○澄 黃○茹

82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玫樺叫我來比賽 設計強度組 賴○樺 蕭○為 黃○禎 呂○凱 吳○恩

83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大愛得善 設計強度組 賴○樺 明○坤 林○星 廖○翔 無○ 退賽

84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桀哥不要 設計強度組 賴○樺 李○叡 林○桀 李○耀 無○

85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臺灣傳奇~廖添丁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廖○陞 廖○宇 丁○洲 廖○翔

86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怎麼輸 設計強度組 賴○樺 曾○源 張○誠 林○元 無○

87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就是輸不起 設計強度組 賴○樺 李○成 曾○凱 張○丞 無○

88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我要走了 設計強度組 賴○樺 莊○錡 陳○衡 無○ 無○ 退賽

89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踹橋 設計強度組 王○蕓 郭○智 蔡○諭 蕭○期 黃○程

90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冬天洗澡沒熱水 設計強度組 王○蕓 陳○翰 謝○璇 溫○文 蔡○紘

9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西方大橋 設計強度組 王○蕓 陳○揚 郭○釴 蘇○德 無○

92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不要腥羶色 設計強度組 王○蕓 許○堉 陳○昕 吳○璇 蘇○茂

93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WC 設計強度組 王○蕓 蔣○翰 机○鴻 林○昌 張○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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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尿尿要排隊 設計強度組 王○雲 黃○祥 吳○均 黃○鴻 劉○宇

95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洪淦出來橋 設計強度組 王○蕓 張○程 張○翔 李○學 劉○騰

96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俏家人 設計強度組 王○蕓 林○翔 張○安 林○翰 張○溙

97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高橋涼介 設計強度組 王○蕓 郭○呈 劉○紘 潘○燁 無○

98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錢○軒 無○ 無○ 無○

99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1 設計強度組 江○道 謝○騰 無○ 無○ 無○

100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營建技術科 愛情碰恰恰 設計強度組 吳○怡 劉○瑞 廖○博 無○ 無○

101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只要是你都隊 設計強度組 龍○偉 鍾○語 陳○婗 陳○霈 方○芳

102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你是在大聲什麼啦! 設計強度組 龍○偉 林○伃 馮○芳 無○ 無○

103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每天暈學姊 設計強度組 龍○偉 林○ 郭○彬 郭○東 柯○蓁

104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牙薩姆奶茶 設計強度組 龍○偉 傅○瑋 沈○豪 潘○昇 紀○廷

10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 哈哈哈士權 設計強度組 莊○微 曾○權 林○緯 林○廷 無○

106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與你橋遇 設計強度組 龍○偉 陳○穎 何○進 毛○揚 楊○傑

107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再別康橋 設計強度組 龍○偉 高○展 潘○明 廖○杰 宋○騰

108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 國防部 設計強度組 王○蕓 鄭○懷 莊○湋 陳○嶧 陳○忎

109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無敵鐵金剛 設計強度組 龍○偉 曾○鳳 林○蓁 郭○柔 無○

110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喔喔呀啊吼哈亞 設計強度組 龍○偉 楊○展 周○廷 曾○賢 劉○寬

111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我要吃起司蛋餅 設計強度組 龍○偉 張○文 黃○翔 蔡○賢 無○

112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馬哥向前衝 設計強度組 龍○偉 劉○源 莊○能 蘇○廷 張○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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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啊對對隊 設計強度組 龍○偉 謝○翰 楊○豐 楊○餘 陳○廷

114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好的 設計強度組 龍○偉 姜○宇 王○涵 彭○雅 無○

115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早安咖啡～呼拉 設計強度組 施○瑩 邱○暉 林○恩 高○韋 簡○昊

116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來自蘭嶼的載重 設計強度組 施○瑩 杜○理 高○ 張○嚴 楊○昊

117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等等傳給你 設計強度組 林○傑 陳○丞 吳○逸 黃○宸 賴○諭

118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3 設計強度組 江○道 王○蒼 謝○騰 無○ 無○

119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4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魏○妤 錢○軒 無○ 無○

120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5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陳○均 陳○華 無○ 無○

121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6 設計強度組 江○道 洪○盛 陳○愷 無○ 無○

122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7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陳○貴 李○昕 無○ 無○

123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8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陳○銘 林○裕 無○ 無○

124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Part-9 設計強度組 江○道 鄭○駿 侯○謙 無○ 無○

12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洛神 設計強度組 莊○微 蔡○宸 林○緯 陶○文 無○

126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coco倉鼠 設計強度組 吳○怡 吳○諠 楊○蓉 廖○惠 無○

128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高橋絕絕子 設計強度組 劉○明 吳○瑄 吳○閔 陳○君 黃○予

129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 請大家豎起大拇指就隊 設計強度組 鄧○源 張○幃 莊○偉 江○暉 無○

130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 最佳團隊 設計強度組 鄧○源 蔡○任 林○旺 陳○偉 無○

131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 今年表現最讚的一隊 設計強度組 鄧○源 鄧○捷 吳○源 蘇○禾 無○

132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 最強的一隊 設計強度組 鄧○源 林○賢 楊○誠 許○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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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 最有默契的這隊 設計強度組 鄧○源 鄭○植 張○偉 陳○佑 無○

134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超吉讚 設計強度組 許○明 郭○成 林○依 鍾○云 無○

13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愛雞螞蟻 設計強度組 許○明 游○明 謝○珅 無○ 無○

136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神速二刀流 設計強度組 吳○怡 陳○伸 呂○霆 章○豪 無○

13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汽車科、電圖科、電機科、

汽車科
妹仔可以要哀居嗎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陳○廷 黃○鴻 許○翊 黃○棋

13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大雜燴 設計強度組 陳○鈞 胡○綺 黃○尹 陳○娟 無○

13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黃皓儒初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黃○富 初王○揚 楊○儒 謝○宇

14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橋遇 設計強度組 陳○鈞 王○叡 林○丞 方○馨 鄒○昕

14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來橋啊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陳○丞 陳○睿 諸○勳 吳○霖

14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橋頭不直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陳○劭 李○鎧 楊○鈞 曾○凱

14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三八 設計強度組 陳○鈞 李○德 陳○義 陳○亦 黃○凱

14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你媽超重 設計強度組 陳○鈞 林○融 陳○穎 黃○彣 劉○瑜

14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肩負重任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邱○慈 畢○瑀 趙○侑 莊○焜

14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贔毳的龍龖龘 設計強度組 陳○鈞 吳○茵 張○晏 陳○語 韓○

14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櫰謙請謙虛 設計強度組 陳○鈞 黃○瑋 李○廷 侯○哲 莊○立

148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土木科 我們硬梆梆 設計強度組 黃○傑 周○恩 杜○霆 陳○廷 戴○芳

149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找紅媽看七星 設計強度組 莊○微 林○賢 盧○銘 吳○叡 邱○瑜

150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扛一個大的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江○騏 李○寬 李○毅 陳○棋

15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啥款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許○東 藍○博 連○騰 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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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apes together strong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廖○吟 陳○蓁 許○軒 無○

15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不知道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蔡○盈 許○安 游○堯 蔡○育

154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橋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陳○澔 莊○皓 王○承 無○

155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有事都來橋 設計強度組 謝○安 劉○宏 劉○聖 吳○恩 吳○緯 劉○田

156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建築科 這就是科學 設計強度組 陳○慶 王○安 鄧○恩 蔡○叡 劉○宥

157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美女窩 設計強度組 廖○銨 孫○縼 黃○慈 李○榛 吳○珊

158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182以上 設計強度組 廖○銨 王○仁 曾○賢 無○ 無○

159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普通 不想肚子餓 設計強度組 賴○宇 郭○愿 張○安 吳○均 游○棨

160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喬治愛輸贏，珮奇輸不起 設計強度組 廖○銨 王○仁 曾○賢 張○翔 林○宏

161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上課吃豆花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呂○樫 鍾○聿 籃○仁 王○哲 王○筠 退賽

162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上課彈吉他 設計強度組 賴○樺 呂○樫 王○豪 蔡○皓 林○銓 無○

163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建築科 生煎灌湯包 設計強度組 念○淇 張○宸 賴○楷 王○儀 梁○昊 無○

164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建築科 (可不可以要LINE) 設計強度組 念○淇 張○宸 高○磊 許○瑋 陳○宏 無○

230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作以待弊 強度組 許○欽 蔡○霖 蔡○霖 王○甲 黃○睿

23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壓力山大 強度組 許○欽 王○竣 王○竣 李○祐 李○叡

232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凡事求個圓 強度組 許○欽 鍾○原 鍾○原 張○瑄 李○霆

233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二甲 強度組 許○欽 簡○葶 簡○葶 王○文 朱○諭

234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丁一 強度組 陳○先 陳○翔 程○堂 陳○翔 林○彥

235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丁二 強度組 陳○先 林○帷 林○帷 洪○仁 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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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丁三 強度組 陳○先 李○茹 李○蓉 蘇○婕 李○茹

237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乙一 強度組 陳○先 蘇○翔 蘇○翔 鄭○倫 廖○傑

238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乙二 強度組 陳○先 高○豪 盧○中 林○麒 高○豪

239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乙三 強度組 陳○先 高○緯 高○緯 李○軒 張簡○訓

240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乙四 強度組 陳○先 沈○婷 楊○賢 沈○婷 王○婷

24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NOW夠了沒 強度組 洪○聰 李○華 方○秀 李○華

242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普高 duck不必 強度組 洪○聰 陳○甸 李○璇 李○妤 陳○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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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科 這一 創意造型組 陳○民 黃○翌 蘇○倫 紀○州 胡○翔

166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身高差21公分 創意造型組 歐○秀 劉○宏 黃○筑 黃○婷 陳○吉 無

167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怎麼又剩你一個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黃○儒 柯○瑄 蕭○渟 羅○豪 無

168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TOYZ營救計畫委員會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黃○儒 黃○晨 施○呈 劉○瑋 無

169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神仙下凡來造橋 創意造型組 歐○秀 施○伸 薛○卉 鍾○語 徐○珊 無

170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精益求精 創意造型組 歐○秀 施○伸 傅○展 劉○恩 楊○裴 無

171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屹立不搖 創意造型組 歐○秀 施○伸 陳○涵 何○庭 陳○婷 無

172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逢山開道，遇水造橋 創意造型組 歐○秀 劉○宏 林○恩 白○嘉 張○婕 無

173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營建學程 神仙下凡橋一橋 創意造型組 歐○秀 劉○宏 程○梁 林○信 葉○霖 無

174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及營建學程 御風觀橋 創意造型組 歐○秀 施○伸 陳○宇 林○煜 黎○淇 無

175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 透視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郭○松 陳○錚 李○靚 無

176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 稻妻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黃○勛 謝○蓉 王○安 無

177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 無人之島 創意造型組 歐○秀 蔡○穎 黃○庭 標○函 無

178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 日常 創意造型組 歐○秀 林○均 李○凱 戴○偉 無

179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普通科 銀杏楠庭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黃○喬 劉○妤 蘇○詮 無

180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綜合高中 南大附中建設公司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顏○翰 許○嘉 林○廷 無

181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綜合高中 一日營建仔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陳○安 殷○璁 劉○絹 陳○蓁

182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綜合高中 歐趴 創意造型組 歐○秀 陳○昀 莊○螢 黃○穎 無

創意造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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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木少年團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潘○元 張○槐 薛○彤 陳○恩

18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木少女團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余○玲 張○菁 彭○諭 薛○彤

185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木勝利女神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薛○彤 潘○元 張○槐 陳○恩

186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土木勝利男神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張○槐 潘○元 薛○彤 陳○恩

187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無量空處-創意展開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林○宇 陳○恩 陳○伶 田○好

188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建二爆強隊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林○宇 駱○捷 田○好 陳○伶

189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ONE FOR ALL賦予創

意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杜○均 王○丞 陳○恩 余○亞

190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建三爆強隊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王○炫 楊○咸 陳○薰 林○蓉

19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臺東之呼吸-創意之型終極

版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陳○如 陳○恩 無○ 無○

19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東專建三超強隊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劉○瑜 賴○珊 無○ 無○

19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土木科
臺東之呼吸-強度之型終極

版
創意造型組 張○瑋 張○翔 魏○宸 陳○恩 陳○如 無○

194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HHVS pro max 創意造型組 范○茱 方○智 李○龍 曾○勝 湯○妮 無○

195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萬能阿曼 創意造型組 陳○偉 葉○鎐 蘇○榮 無○ 無○

196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建築科 橋起來啦 創意造型組 李○儒 黃○星 趙○凱 劉○翔 劉○瑋

197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鹽山有烏雲 創意造型組 賴○樺 吳○妤 吳○嫺 林○萱 蔡○珊

198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玫樺叫我來比賽 創意造型組 賴○樺 蕭○為 黃○禎 呂○凱 無○

199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怎麼輸 創意造型組 賴○樺 曾○源 張○誠 林○元 無○ 退賽

200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恐龍時代 創意造型組 賴○樺 徐○程 吳○恩 歐○邑 無○ 退賽

201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是在哈囉 創意造型組 龍○偉 洪○安 林○倢 韓○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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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樹蛙孤逃 創意造型組 龍○偉 康○展 張○逢 陳○政 張○嘉

203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 大家好我們來亂的 創意造型組 莊○薇 陳○聖 李○章 陳○仁 王○文

204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奇妙仙子 創意造型組 莊○微 柯○嶸 李○敏 傅○馨 彭○釩

20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全部離開我們墊底 創意造型組 龍○偉 郭○韶 郭○竺 吳○芸 無○

206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追我請排隊 創意造型組 龍○偉 鄭○云 張○脪 曾○ 黃○霆

207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欸欸喔欸 創意造型組 龍○偉 蔡○秀 盧○綾 蘇○心 無○

208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我感覺不太隊 創意造型組 施○瑩 吳○恩 張○誌 林○平 蔡○賢

209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機電科 GAY豪大橋 創意造型組 王○蕓 顧○明 謝○ 楊○豪 高○亨

210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りしれ供さ小 創意造型組 施○瑩 楊○昌 許○騰 呂○婕 陳○安

211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模擬考倒數10天 創意造型組 薛○宗 洪○哲 郭○瑋 周○旻 林○陞

212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便所橋 創意造型組 許○明 劉○祥 李○俊 蔡○維 無○

213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不知道 創意造型組 許○明 林○廷 許○齡 唐○珍 李○萱

214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土木科 呼啦 創意造型組 劉○明 胡○慧 呂○翔 吳○宏 無○

21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早安你好 創意造型組 湯○昭 洪○淳 黃○綺 李○靜 蔡○妤 鄭○杰

21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一張好設 創意造型組 湯○昭 洪○淳 劉○璋 蔡○宸 林○晟 陳○霖

2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橋樑硬邦邦 創意造型組 陳○鈞 郭○ 陳○彥 徐○硯 劉○安

21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麻辣乾man 創意造型組 湯○昭 洪○淳 曹○君 陳○宇 葉○宸 辛○達

21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董士鈞很蕭也很蕾 創意造型組 湯○昭 洪○淳 蕭○瑄 王○ 董○辰 歐○鈞

220
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級中

學
飛機修護科 Hell Angel 創意造型組 陳○德 高○政 游○睿 吳○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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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船到橋頭自然直 創意造型組 謝○安 劉○宏 徐○桓 張○珊 許○庭 蔡○琳

222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沙庫拉橋 創意造型組 謝○安 劉○宏 楊○潔 陳○羽 林○章 黃○勳

22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土木科 巴布s 創意造型組 謝○安 劉○宏 曾○程 張○彥 張○宸 黃○妍

224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8+9 創意造型組 許○明 邱○宸 陳○軒 郭○彣 黃○軒

225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 黑雨芋圓茶 創意造型組 許○明 郭○安 袁○均 潘○安 無○

226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上課吃豆花 創意造型組 賴○樺 呂○樫 鍾○聿 籃○仁 王○哲 王○筠

227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上課彈吉他 創意造型組 賴○樺 呂○樫 王○豪 蔡○皓 林○銓 無○ 退賽

228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建築科 鴨鴨去海裡 創意造型組 念○淇 張○宸 廖○彣 吳○如 賴○裴 無○

229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建築科 要不要吃後中茶葉蛋 創意造型組 念○淇 張○宸 利○ 高○甄 葉○禎 蔡○涵

127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建築科 什麼都對 創意造型組 吳○怡 吳○慈 林○潁 蔡○玲 盧○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