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TIRC 台灣創新科技學會 學會補助金 (17 隊) 

甄選條件: 1. 指導老師為學會會員、2. 各組前三名、3.每位會員以補助 2 個隊伍為限、3. 補助金依名次/組隊數之序分成 2500, 2000, 1000/隊、4.合計 25000。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學制 學會會員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獎項 名次/組隊數 學會補助金 

C5-15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White Tornado 國小 黃千根 吳佩穎 曾紹恩 鍾佳晉 第一名 0.03 2500 

C5-18 台南市佳里區佳里國中 Three Fools 國中 黃千根 萬昌鑫 吳東育 劉凱文 第二名 0.05 2500 

B4-12 國立新化高工 Jenny 高中職 王承揚 吳興羿 歐丞傑  第一名 0.08 2500 

C4-10 國立新化高工 Jenny 高中職 王承揚 吳興羿 歐丞傑  第一名 0.08 2500 

F3-10 中山工商 中山 2H 高中職 王冠智 許福清 呂祥愷 陳晏哲 第一名 0.10 2000 

A1-05 南臺科技大學 我用腳尖跑步 大專 邱俊賢 林紘宇 林慶源 鄭嘉壕 第一名 0.11 2000 

A1-02 台北科技大學 蘆薈綠茶去冰半糖 大專 蔡舜宏 簡修安 陳昱安 施毓洲 第二名 0.22 1000 

A2-01 國立成功大學 Gosh 大專 李祖聖 謝政穎 李政輝 方念主 第二名 0.22 1000 

B4-01 南臺科技大學 JUST DO IT 大專 陳世中 胡庭恩 林承葦 金雍庭 第三名 0.25 1000 

C4-04 華德工家 茄萣壹號 高中職 潘鑫烱 胡博譯 薛渝正 黃任輝 第三名 0.25 1000 

A3-03 南臺科技大學 3 號籃球隊 大專 王明賢 蔡政憲 林聖文  第二名 0.29 1000 

B1-01 南臺科技大學 神速號隊 大專 楊金良 李昆益 許晏維 廖亭宇 第二名 0.29 1000 

F3-04 南臺科技大學 紅螞蟻在哪裡  大專 謝銘原 高崇育 佘宗憲  第三名 0.30 1000 

A1-01 南臺科技大學 Robot 大專 龔應時 郭展榕 呂碩欽 許哲源 第三名 0.33 1000 

A2-06 萬能科技大學 rocker 大專 徐旺興 王方 劉鑫  第三名 0.33 1000 

A3-01 南臺科技大學 1 號籃球隊 大專 謝銘原 蔡佳虔 林奕至  第三名 0.43 1000 

B1-03 南臺科技大學 我用腳尖跑步 大專 邱俊賢 林紘宇 鄭嘉壕 林慶源 第三名 0.43 1000 

補助金之頒給由學會補助該會會員，與競賽大會無關，大會僅協助通知用。 



2014 TIRC 採智科技補助金 

甄選條件: 1. 隊伍使用採智科技代理之人形機器人、2. 各組第一名、3. 補助金依名次/組隊數序擇優 2 隊、4.合計 5000。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學制 指導老師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獎項 名次/組隊數 採智金 

C1-10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城市之星 大專 黃志毅 蘇泓瑞 藍家賢 吳宗鴻 第一名 0.08 2500 

A1-05 南臺科技大學 我用腳尖跑步 大專 邱俊賢 林紘宇 林慶源 鄭嘉壕 第一名 0.11 2500 

 

2014 TIRC 利基應用科技補助金 

甄選條件: 1. 隊伍使用利基應用科技生產之機器人、2. 各組第一名、3. 補助金依名次/組隊數序擇優 2 隊、4.合計 5000。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學制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獎項 名次/組隊數 利基金 

B3-29 青年高中 Power  team 黃振宏 林祐詳 李孟倫 王銘逸 張銘祐 陳晏哲 第一名 0.02 2500 

F2-10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亞太 NO.1 大專 蔣雲錦 葉律佐 廖恩玉 廖偉任 廖偉丞 第一名 0.09 2500 

 

2014 TIRC 英棒補助金 

甄選條件: 1. 隊伍使用英棒公司代理之機器人、2. E2 組前兩名、3.合計 5000。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學制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獎項 英棒金 

E2-08 國立恆春工商 給我電電隊 大專 林維寬 許斐菁 呂靖岷 盧建宇 楊子彥 第一名 2500 

E2-01 遠東科技大學 小甜甜啾啾 大專 黃琮暉 林冠禎 陳泓文 黃奕閔 楊肇嘉 第二名 2500 

補助金之頒給由各廠商補助該公司客戶，與競賽大會無關，大會僅協助通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