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各組得獎名單 (05/28公告) 
 

隊伍資料如有錯誤，請於 6/3(二)前 email 至大會信箱 myshieh@stust.edu.tw 請務必註明 隊伍編號 以及正確資料。 

A1.  人形機器人籃球競賽(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A1-05 南臺科技大學 我用腳尖跑步 謝銘原 邱俊賢 林紘宇 林慶源 鄭嘉壕 

2 第二名 A1-02 台北科技大學 蘆薈綠茶去冰半糖 蔡舜宏  簡修安 陳昱安 施毓洲 

3 第三名 A1-01 南臺科技大學 Robot 龔應時  郭展榕 呂碩欽 許哲源 

4 最佳創意獎 A1-03 台北科技大學 鬍子大佬 蔡舜宏  何啟恩 蕭秀庭 陳郁雯 

 

A2. 輪型機器人籃球競賽(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A2-09 崑山科技大學 程博好棒棒 李振興 趙全鋐 黃程博 劉明勲 高昱軒 

2 第二名 A2-01 國立成功大學 Gosh 李祖聖   謝政穎 李政輝 方念主 

3 第三名 A2-06 萬能科技大學 rocker 徐旺興   王方 劉鑫   

4 最佳創意 A2-08 崑山科技大學 哥就是來帥 趙全鋐 李振興 簡廷羽 蔡家銘 李岳樺 

5 佳作 A2-07 國立成功大學 Microbot 李祖聖   陳伯瑋 鄭景文   

 

A3. 機器人三分球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A3-06 國立新化高工 歐是傑傑 王承揚   歐丞傑   王承揚 

2 第二名 A3-03 南臺科技大學 3 號籃球隊 謝銘原 王明賢 蔡政憲 林聖文 謝銘原 

3 第三名 A3-01 南臺科技大學 1 號籃球隊 謝銘原   蔡佳虔 林奕至 謝銘原 

4 最佳創意獎 A3-07 國立新化高工 Jenny 王承揚   吳興羿   王承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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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小型人形機器人競速競賽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B1-06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HuroEvolution JR 郭重顯   郭振耘 鄒濬安 曾金賢 

2 第二名 B1-01 南臺科技大學 神速號隊 楊金良 賴培淋 李昆益 許晏維 廖亭宇 

3 第三名 B1-03 南臺科技大學 我用腳尖跑步 謝銘原 邱俊賢 林紘宇 鄭嘉壕 林慶源 

4 最佳創意獎 B1-07 世新大學 ISLA 林金玲   陳奕璋 謝其煒   

 

B3. 競速自走車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B3-29 青年高中 Power  team 黃振宏 林祐詳 李孟倫 王銘逸 張銘祐 

2 第二名 B3-19 南臺科技大學 AGS456 黎靖 余兆棠 郭育豪 陳思瑋 許晉榮 

3 第三名 B3-33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Vincent 姜宗佑 徐聯昌 陳志瑋 蕭伯承 楊貿勝 

4 最佳競速獎 B3-30 青年高中 吉哥隊 黃振宏 劉錚謙 林威震 徐仲偉 魏名哲 

5 佳作 B3-18 南臺科技大學 AGS123 黎靖 謝文哲 楊宗尉 朱字農 李坤昱 

6 佳作 B3-09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魚兒水中游 姜宗佑 徐聯昌 許嘉喻 賴翰俊 賴群凱 

7 佳作 B3-34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Jacky的鼻子有幾個 姜宗佑 徐聯昌 吳冠頡 吳奕廷 黃愽盟 

8 佳作 B3-27 青年高中 傳哥帥 徐春傳 陳宥宇 許博勛 廖玉銘 謝庭遠 

9 佳作 B3-31 青年高中 吉老大 黃振宏 阮凱麟 胡勝豐 陳明澤 陳俊維 

10 佳作 B3-4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C隊 賴岦俊   林信穎 袁笑芳 蘇玉婷 

11 佳作 B3-28 青年高中 小飛象 徐春傳 陳巧欣 張信維 楊嘉昌 曾孟晴 

12 佳作 B3-42 青年高中 龍哥 黃振宏 陳明翰 陳奎羽 彭偉祥 黃聖顯 

13 佳作 B3-4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D隊 賴岦俊   施昶宏 黃家俊 張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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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佳作 B3-08 慈明高級中學 AE-86 楊閔盛 林瓊斈 劉耀升 陳俊宏   

15 佳作 B3-43 青年高中 Youth one 徐春傳 楊采育 林宣合 陳泓諭 林偉翔 

16 佳作 B3-15 忠信學校 上清教主 顏政田   何京軒 楊峻維 陳彥霖 

17 佳作 B3-13 嘉義高工 CYIVS-X 胡峰豪   蕭景鴻 謝政憲   

18 佳作 B3-21 嶺東中學 嶺資二號 謝尚中   楊岳峻 王廷愷 林冠廷 

19 佳作 B3-23 明新科技大學 非機器人不可 張榮正 蘇東興 許智昇 管明皓   

20 佳作 B3-38 中州科技大學 中州電機 B隊 郭振輝   莊翔皓     

21 佳作 B3-07 慈明高級中學 NFS 楊閔盛 林瓊斈 余勁陞     

22 佳作 B3-4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A隊 賴岦俊   李佳訓 尤一剛 陳威佐 

23 佳作 B3-12 嘉義高工 League 0f Gary 胡峰豪   王義明 陳良嘉 林冠睿 

24 佳作 B3-4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B隊 賴岦俊   劉子綸 歐陽文 劉昱麟 

 

B4. 機器人競速越野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B4-12 國立新化高工 Jenny 王承揚   吳興羿 歐丞傑   

2 第二名 B4-10 明新科技大學 RBM-白鮭魚 陳美支 林文宗 黃俊翔 李彥槿   

3 第三名 B4-01 南臺科技大學 JUST DO IT 陳世中   胡庭恩 林承葦 金雍庭 

4 最佳競速獎 B4-11 明新科技大學 RBM-紅鮭魚 陳美支 林文宗 溫炘浩 邱竣詳 黃建智 

5 佳作 B4-02 明新科技大學 機不可失-AE86 陳美支   吳宇鴻 徐健軒 陳坤讓 

6 佳作 B4-05 明新科技大學 非機器人不可 02 張榮正 蘇東興 許智昇 管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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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人形機器人格鬥挑戰賽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1-10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城市之星 黃志毅   蘇泓瑞 藍家賢 吳宗鴻 

2 第二名 C1-08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莊打架 劉國芬   莊承翰 林昱德 丁丞駿 

3 第三名 C1-02 建國科技大學 黑暗之星 曾憲中 鄭澤明 張嘉宏 黃彥慈 陳帥帥 

4 最佳格鬥獎 C1-04 建國科技大學 demon 蔡吉勝 謝振輝 蔡晉晏 李秦岭 張天宇 

 

C2. 迷你人形機器人格鬥挑戰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

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2-04 Grace Christian College GCC Team A 
Mr. Romel Q. 

Inmenzo 
 

GAMBOA, KIMBERLY 

KLAIRE H. 

GAMBOA, KIMBERLY 

KLAIRE H. 
UY, JEREMY LANCE C. 

2 第二名 C2-06 Grace Christian College GCC Team C 
Mr. Romel Q. 

Inmenzo 
 VILAL, GIANMEL U. VILAL, GIANMEL U. 

LIM, RICHMOND 

LOUIE A. 

3 第三名 C2-05 Grace Christian College GCC Team B 
Mrs. Annabelle G. 

Berenguel 
 

IMPERIAL, EIAN DAVID 

O. 

IMPERIAL, EIAN DAVID 

O. 

IMPERIAL, EARL 

BERNARD O. 

 

C3. 機器人相撲競賽 (大專組)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3-06 南臺科技大學 CTCW 陳文耀   陳俊銘 蔡柏儒 陳譽展 

2 第二名 C3-07 南臺科技大學 CWCT 陳文耀   陳譽展 蔡柏儒 黃鈺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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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名 C3-1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城市星星 許金益   許書維 蔡旻育 游日豪 

4 最佳技術獎 C3-09 南臺科技大學 2 號相撲隊 謝銘原   陳政彥 李俊輝   

5 佳作 C3-01 東方設計學院 東方一號 郭乃仁 蔡宗吉 傅遠超     

6 佳作 C3-18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小星星 潘同泰   盧柏文 黃敬傑 林哲煊 

7 佳作 C3-04 東方設計學院 東方三號 郭乃仁 張文琳 包旭崇     

8 佳作 C3-24 南臺科技大學 撞爆不負責 謝銘原   佘宗憲 高崇育   

9 佳作 C3-26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The Fighter 曾仁杰 壽鶴年 黃信瀚 吳宗憫 黃義傑 

10 佳作 C3-12 南臺科技大學 勝利 1號 謝銘原   胡書瑜 鄭勝澤 余文正 

11 佳作 C3-13 南臺科技大學 勝利 2號 蔡明村 謝銘原 劉和錦 陳俊良 林財成 

12 佳作 C3-05 東方設計學院 東方五號 蔡宗吉 郭乃仁 王裕昇 潘昱齊   

13 佳作 C3-14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大海的霸主-橫綱號 1 蒲鈺琪 周明宏 王志明 郭紅展 鐘易佑 

14 佳作 C3-1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大海的霸主-橫綱號 2 郭昭霖 周明宏 洪鏡淳 林豊凱 陳冠甫 

15 佳作 C3-08 南臺科技大學 1 號相撲隊 陳怡仁 謝銘原 蔡佳虔 林奕至   

 

C4. 機器人相撲競賽 (高中職組)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4-10 國立新化高工 Jenny 王承揚   吳興羿 歐丞傑   

2 第二名 C4-07 立人高中 今晚打老虎 楊瑞恒   鍾偉誠     

3 第三名 C4-04 華德工家 茄萣壹號 潘鑫烱 余思漢 胡博譯 薛渝正 黃任輝 

4 最佳技術獎 C4-01 永仁高中 永者無懼 王璻菁   張致豪 何宗晏 許至誠 

5 佳作 C4-02 善化高中 我想一下 蘇俊銘   林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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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佳作 C4-03 南科實中 Panic 蘇俊銘   劉育成 廖子傑 林彥亨 

7 佳作 C4-08 長榮中學 夢想家 王承揚   林伯豪 林柏雋   

8 佳作 C4-09 慈幼工商 ROB 能量 林貴美 李維和 鄭名哲 黃葳 黃柏威 

 

C5. 機器人相撲競賽 (國中小組)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5-15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White Tornado 陳凱民 黃千根 吳佩穎 曾紹恩 鍾佳晉 

2 第二名 C5-18 台南市佳里區佳里國中 Three Fools 陳春蓮 黃千根 萬昌鑫 吳東育 劉凱文 

3 第三名 C5-01 新竹市龍山國小 Nobody 施元舜   謝其勳 王思凱 楊晴文 

4 最佳創意獎 C5-17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四五六 陳春蓮 黃千根 戴昱豪 曾紹剛 劉仲恩 

5 佳作 C5-19 台南市海佃國小 黑馬劍客 趙全鋐   吳甫陞 郭景淳 謝采昕 

6 佳作 C5-31 屏東市仁愛國小 無限火力進化版 謝雨純 王秀華 曾俊哲 楊承睿 周易寬 

7 佳作 C5-33 高雄市林園國小 林林機 吳雅茹 宋建達 陳子傑 王冠程 李逸程 

8 佳作 C5-16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獵魔隊 陳凱民 黃千根 黃安佑 許品堯 戴昱銓 

9 佳作 C5-27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國中部 血之櫻 王巧生 王承揚 朱俊錡 梁君邦 顏妙泰 

10 佳作 C5-29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國中部 大灣冰桌王 王巧生 王承揚 潘暐倫 胡朝偉 張瑋哲 

11 佳作 C5-32 高雄市林園國小 三小男人 吳雅茹 宋建達 黃家品 劉子毅 林冠澔 

12 佳作 C5-22 新市國小 屁孩三人組 吳淑女   方偉哲 陳冠宇 方柏瑝 

13 佳作 C5-23 台南市永康國中 Admin01 王承揚   陳冠穎 張耘得 莊凱州 

14 佳作 C5-04 南科實小 Sun 蘇俊銘   周錦添 江柏緒   

15 佳作 C5-14 台南市建興國中 雙子脈衝 李明山 李榮芳 江振維 陳峰 鄭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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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佳作 C5-05 南科實中 over your dead body 蘇俊銘   吳竣譯 官泓曦   

17 佳作 C5-36 國立屏東教大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星屋機器人 D隊 李佳訓   施格宣 徐可薰 徐紹宸 

18 佳作 C5-38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星屋機器人 B隊 李佳訓   施格玟 許芷綾 蔣誌伸 

19 佳作 C5-10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沒有名字 張揚暉 王承揚 周孟佑 馮澤民   

20 佳作 C5-30 苗栗縣君毅中學 Fantusy world 林清泉 林峻毅 鄭友僑 黃敬文 黃亮逸 

 

C6.  機器人相撲格鬥挑戰賽 (不分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C6-0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C隊 李佳訓   陳威佐 歐陽文 劉昱麟 

2 第二名 C6-0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A隊 李佳訓   尤一剛 劉子綸 陳奕字 

3 第三名 C6-0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B隊 李佳訓   王夢凡 林信穎 陳宣玟 

4 最佳創意獎 C6-01 南臺科技大學 撞爆不負責 黃基哲 謝銘原 佘宗憲 高崇育   

 

D.  機器人跳舞設計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排序 獎項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D-05 明新科技大學 機不可失-決戰賣摳 陳美支 曾俊霖 陳坤讓 徐健軒 黃經立 

2 第二名 D-01 勤益科技大學 小朋友愛跳舞 邱俊智   湯佳珊 吳建媛 邱仕捷 

3 第三名 D-10 建國科技大學 花栗鼠隊 王俊傑   紀孟洋 楊智皓 陳偉翔 

4 最佳創意獎 D-02 遠東科技大學 狂亂戰神 黃琮暉 林冠禎 陳怡文 李政世 梁祐誠 

5 佳作 D-04 明新科技大學 蠟筆小新 in卡加佈列島 蘇東興 曾俊霖 林晉宇 周佑聰 莊弦修 

6 佳作 D-11 建國科技大學 建國 carry 王俊傑   邱煜彬 邵信順 李春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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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電腦鼠迷宮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E1-04 龍華科技大學 Diu-Gow 蘇景暉 李齊雄 蔡欣翰 劉逢峻 蔡易展 

2 第二名 E1-01 龍華科技大學 Dao-Hu 蘇景暉 李齊雄 何宗駿 廖桓頡 陳兆惟 

3 第三名 E1-09 南臺科技大學 LinSpeed WE 黎靖 余兆棠 劉學林 曾郁庭 劉邦昱 

4 最佳技術獎 E1-08 南臺科技大學 YAYA One 黎靖 謝文哲 林堃揚 林昆毅 蔡景安 

 

E2.  Formula 1 迷宮競速競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E2-08 國立恆春工商 給我電電隊 林維寬 許斐菁 呂靖岷 盧建宇 楊子彥 

2 第二名 E2-01 遠東科技大學 小甜甜啾啾 黃琮暉 林冠禎 陳泓文 黃奕閔 楊肇嘉 

3 第三名 E2-04 國立恆春工商 滿州之光 林維寬 許斐菁 郭芋莘 林華萱    

4 最佳創意獎 E2-02 遠東科技大學 我回不去了 黃琮暉   葉柏翔 郭展嘉 楊勝峰 

 

E3.  線迷宮競速競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E3-04 南臺科技大學 ZERO 黎靖 謝文哲 黃禮宏 吳偉彰 洪昌裕 

2 第二名 E3-0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教機器人 E 隊 賴岦俊   李佳訓 陳宣玟 王夢凡 

3 第三名 E3-03 嘉義高工 Super Mouse 胡峰豪   黃硯斌 劉育廷 黃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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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迷你人形機器人任務競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

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F1-05 Grace Christian College GCC Team A 
Mr. Romel Q. 

Inmenzo 
 

GAMBOA, KIMBERLY 

KLAIRE H. 

GAMBOA, KIMBERLY 

KLAIRE H. 

UY, JEREMY LANCE 

C. 

2 第二名 F1-06 Grace Christian College GCC Team B 
Mrs. Annabelle G. 

Berenguel 
 

IMPERIAL, EIAN 

DAVID O. 

IMPERIAL, EIAN 

DAVID O. 

IMPERIAL, EARL 

BERNARD O. 

3 第三名 F1-04 台中教育大學 中教隊 孔崇旭  吳侑霖 鄭力瑋 郭承諺 

4 最佳創意獎 F1-01 南臺科技大學 效率號隊 楊金良 賴培淋 林韋誠 許晏維 廖亭宇 

 

F2.  智慧型 IRA 輪型機器人任務競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F2-10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亞太 NO.1 蔣雲錦 葉律佐 廖恩玉 廖偉任 廖偉丞 

2 第二名 F2-07 陽明工商 月影極速 陳泳澄   陳怡安 劉峻宇 吳志祥 

3 第三名 F2-06 陽明工商 無敵鐵金剛 陳泳澄   謝慧承 陳世傑   

4 最佳創意獎 F2-02 南臺科技大學 佘宗憲 蔡明村 謝銘原 佘宗憲     

5 佳作 F2-04 南臺科技大學 蕭家宏 謝銘原   蕭家宏     

6 佳作 F2-05 陽明工商 人品爆發 陳泳澄   鄭皓仁 賴宗賢 林依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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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智慧型紅螞蟻機器人任務競賽 

排

序 
獎項 

隊伍編

號 
學校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1 第一名 F3-10 中山工商 中山 2H 王冠智 胡文正 許福清 呂祥愷 陳晏哲 

2 第二名 F3-06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元哥好帥 姜宗佑 徐聯昌 謝景安 劉秉睿 邱莊元 

3 第三名 F3-04 南臺科技大學 紅螞蟻在哪裡  謝銘原   高崇育 佘宗憲   

4 最佳創意獎 F3-03 南臺科技大學 蕭家軍 謝銘原   蕭家勇 蕭家宏   

5 佳作 F3-02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工 2號 姜宗佑 徐聯昌 陳建軒 蔡家豪 何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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