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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得獎隊伍名單 
推薦

隊伍 

名 獎 
隊名 學校 教練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次 金 

★ 1 10 萬 ckiseki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周柏宇 林秉軒 江昱勳 

★ 2 5 萬 8BQube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蔡旻諺 蘇柏瑄 鄭忠宜 

 2 
 

ideograph_advantage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賴昭勳 侯欣緯 嚴暐華 

 2  std_abs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吳柏燁 林伯禧 黃仲群 

★ 2 5 萬 NYCU_Oi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林栢瑋 黃克崴 郭軒語 

 3  hmmm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蕭梓宏 王政祺 翁菀羚 

★ 3 2 萬 NYCU_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張皓崴 吳庭安 路浩玄 

★ 3 2 萬 KiminoShiranaiMonogatari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李昕威 黃雅筠 許閎喆 

★ 3 2 萬 __builtin_orz(jakao) 國立中央大學 許富皓 高程昱 陳湋昱 黃建樺 

 4  MAthForces 國立臺灣大學 鄭卜壬 林煜傑 吳柏翰 高允懋 

 4  NYCU_Yamad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黃迺絜 范釗維 陳重諺 

★ 4 1 萬 CCU_$heep 國立中正大學 郭建志 錢明皇 溫亭媛 鄭丞洋 

 4  NYCU_gAwr_gur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官霆軒 歐育淇 林品安 

★ 4 1 萬 APSPA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楊智明 曹瀚文 黃祥陞 

★ 4 1 萬 某個隊伍 國立成功大學 何建忠 蔡誠穎 楊竣鴻 朱偉哲 

 4  h3ad_6anda93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葉宥辰 楊景遇 熊恩伶 

 4  NYCU_Hiban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林柏瑄 廖修誼 林揚益 

★ 4 1 萬 Rabbit Foo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王瑞渝 林士傑 陳威宇 

★ 4 1 萬 喜歡拉拉熊之外都是肥宅 國立成功大學 蔡孟勳 林鴻逸 劉仲昀 陳冠霖 

 佳作  NYCU_AquaQAway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旻錚 施羿廷 王睿宇 黃致皓 

★ 佳作  OldDriverTri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林子皓 林柏宏 蕭文洋 

 佳作  Team_Alph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邱新益 吳仲文 呂昊謙 

 佳作  DeBugCat Capoo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張哲語 翁君牧 彭太相 

★ 佳作  CoreInTower 國立中央大學 何錦文 陳柏瑋 張百寬 歐祐辰 

★ 佳作  LLL 國立臺北大學 張仁俊 羅凱威 劉得恩 劉又瑄 

 佳作  NTNU_NTDL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陳韡承 洪盛益 李聖澄 

 佳作  Avada Kedavra 國立中央大學 孫敏德 林昱求 胡尹瑄 吳少熹 

★ 佳作  ABCD 國立臺北大學 張仁俊 陳弘竣 黃弘諺 陳俊良 

 佳作  Be_Be_BeBeBe_BeBeBeBe_BeB 國立政治大學 蔡銘峰 簡傑 許凱竣 江宗樺 

 佳作  Duracell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高敦晉 莊景堯 李峰毅 

 佳作  [NTNU] ReallySimplyAccep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連庭萱 王麒翔 劉柏顯 

 佳作  JJK_BABY 國立中正大學 郭建志 陳柏仲 柯柏旭 王謙靜 

 佳作  CurryBaoFan 天主教輔仁大學 張信宏 劉耘碩 吳則諭 張祥洲 

 佳作  daidaiclub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許為元 簡蔚驊 鄧暐宣 賴柏勛 

 佳作  SplayTreap 國立清華大學 李哲榮 黃頂軒 林立上 游承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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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CCU_Outliers 國立中正大學 林維暘 陳翰儒 林于翔 王凱右 

 佳作  HJM 天主教輔仁大學 張信宏 廖品杰 許瀚丰 林采昕 

 佳作  NTNU_AK_w4w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蔣宗哲 王重鈞 莊博傑 施育衡 

 佳作  NTPU_Kite 國立臺北大學 張仁俊 鄭宇翔  黃彥博 覃毅翔 

 佳作  鴨子園 國立成功大學 蔡孟勳 葉承憲 趙邦鈞 郭育瓛 

 佳作  NekoCuteUwU 國立中央大學 許富皓 廖健揚 汪秉翔 劉豐萱 

 佳作  NSYSU_Dog 國立中山大學 楊昌彪 高聖傑 蔡明軒 謝承翰 

 佳作  YHY_Team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許為元 余中棋 余威霆 何浩宇 

 佳作  felixtration 國立成功大學 蔡孟勳 趙昌昱 何明堡 陳家禾 

 佳作  flag{N7U7_И1U_ß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郭忠義 劉承軒 鄭重雨 張意昌 

 佳作  c2hBcms 天主教輔仁大學 張信宏 黃詠翔 應名宥 鄭伊志 

 佳作  我沒意見 國立成功大學 陳奇業 劉哲佑 洪睿廷 李逵安 

 佳作  NTCU_TSAIBIBA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徐國勛 楊斌翔 楊哲嘉 楊詠淞 

 佳作  CCU_ByeByeBaiBai 國立中正大學 黃啟富 黃聖惠 陳俊翰 紀丞珉 

 佳作  西子灣戰隊 國立中山大學 楊昌彪 符新祐 黃柏翔 楊家昇 

 佳作  ladyfingers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許為元 黃菁蕙 王嘉羽 盧品樺 

 佳作  NSYSU_Ant 國立中山大學 楊昌彪 林峻緯 吳國成 徐睿鍾 

 佳作  visitorNCKU 國立成功大學 陳奇業 邱冠維 楊士聖 林懋 

 佳作  NTUT_reborn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劉傳銘 吳承恩 陳建榮 江大衞 

 佳作  trie_orz_treap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許為元 洪銘均 林佑丞 楊乃諺 

 佳作  NCHU_TLEmaker 國立中興大學 吳國光 馬停偉 王智弘 楊境民 

 佳作  Animal Life Story 臺北市立大學 陳彥宏 李柏漢 趙永晴 吳昶昇 

 佳作  點心隊 國立臺北大學 張仁俊 郭子熠 林琮翊 鍾秦陞 

 佳作  早安認同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 蔡銘峰 王世揚 賴光禹 雷元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