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老 師

臺北歐洲學校 Andrew Lin Elizabeth Kimberley Jason Wang Rob N
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林恩弘 龍婷 吳晨勳 黃以晴 葉明忠

臺中市私立弘文高級中學 林楷宸 田仕銘 林靖恩 郭品慶 張琦皇

私立揚子高級中學 林景舟 吳汶峻 黃俊紳 王新盛 陳尚民

新北市立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胡展英 戴上鈞 鄭晨睿 莊淑貞 翁偉倫、翁明郎

臺北市立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賴冠廷 陳秉登 黃朋奕 葉政軒 林柏余

國立永靖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峪榤 楊琇伃 張朝岳 許悻瑜 林茂宏

華盛頓高級中學 周芷琦 張宜蓁 梁育甄 李宗明 陳宏宇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鄭兆廷 蔡昀晏 郭成恩 沈冠霖 葛紘穎

國立埔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暐程 世喬安 李世裕 蘇敏慧 劉佳蘴

復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復旦高級中等學校 黃庭恩 賴芊羽 陳歆洛 陳奕廷 王貞琇

臺北歐洲學校 Rick Chen Boris Chen Ion Skalam Mia Fang Gavin Wint
國立南投高級中學 邱宏杰 湯博竣 莊昀穎 楊晏筑 林晏旬

國立永靖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周唯祥 歐家銘 林惶昇 吳承彥 陳世倚

桃園市立平鎮高中 李厚賢 王偲宇 李冠賢 姜柏亨 陳培文

華盛頓高級中學 林侑宜 鍾聿宸 林勇駿 張恩碩 陳宏宇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謝宜恩 范嘉玲 吳少綸 盧宇泓 劉晏伶

嘉義市高級職業工業學校 蔡穆漢 陳宇揚 楊士宏 吳昱承 陳家鋒

國立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王韻綺 林家弘 胡子源 李建霖 李佳蔚

苗栗縣立興華高級中學 莊珞菲 鍾緯澄 李慧婷 邱琬茹 洪郁晴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陳冠中 林佑安 呂冠璇 劉千慈 許瑞昌

國立基隆女子高級中學 郭品萱 鐘巧依 透卉辰 盧玟伶 賴美娟

臺北市私立靜心高級中學 邵詠文 邱子鈞 袁澔旻 陳宥榕 羅暐知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林旻佑 鄭兆棠 于昕廷 曾國賢 孫良宜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詹凱丞 曾莉文 石宛禾 劉昱杉 謝維倫

華盛頓高級中學 王宇妡 楊絜貽 黃逸寧 詹凱媛 林栢川

新竹市私立天主教磐石中學 倪有慧 張宸君 趙翊昀 鍾序寧 林怡琪

新竹市私立天主教磐石中學 張鈞皓 高子晏 王浩謙 古念恩 林怡琪

2022 抗震盃[高中職組]參賽人員名單



學校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老 師

中國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系 黃品絜 鄒寶億 蔣知妤 林聖凱 林國禎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王柏欣 朱品柔 鄭妤嫻 陳品諺 劉光晏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理系 蔡進和 劉允喆 蔡諺徵 洪逸辰 林新華

國立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 黃泓鈞 何家祥 吳承鴻 廖姿渝 黃謝恭

萬能科技大學營建科技與室內設計系 黃易騏 陳維澤 謝恩熙 陳人豪 蔡仁卓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系 葉吉恆 黃秉祥 廖洋誌 彭昱婷 宋欣芳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姚采伶 楊建恆 張梓儀 江奕嫻 吳東諭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系 羅元廷 林敬祐 吳畯騰 魏正軒 黃仲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蔡尚傑 李顯國 楊鑫權 張凱宬 潘煌鍟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陳宜倫 陳璽文 許睿廷 吳冠穎 林子剛

2022 抗震盃[大專組]參賽人員名單



學校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老 師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廖啟揚 楊承勳 許翊琳 程冠諭 朱世禹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陳柏翰 巫秉澄 林承平 陳嘉偉 林保均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邱鈺清 陳芊卉 陳政源 羅俊捷 盧煉元

國立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蔡元峰 林宣瑩 鐘岑瀚 林翰佐 賴勇安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李後翰 劉定諺 林珈汝 陳晏儒 林子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吳宗軒 曾宇謙 許巍 楊淽帆 汪向榮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劉貞君 Yavier Kristanto 朱宏瑋 黃進偉 汪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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