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隊伍名稱 學生1 學生學校 學生2 學生學校 學生3 學生學校

V 1 探險號I 蔡宜均 新竹市民富國小 陳信越 新竹市竹大附小 朱庭萱 新竹市東園國小

V 2 響徹雲霄 何以謙
桃園縣桃園市桃園國

民小學
陳敏錡

桃園縣桃園市桃園國民小

學

V 3 DIAMOND ROBOT 戴家峻 私立復興小學 王芊逸 南湖國小 鄭宇辰 南湖國小

V 佳作 火箭隊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

小學
余品劭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

學
辜冠霖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

小學

佳作 Rainbow 林廷威 新竹市三民國小 蘇一翔 新竹市竹蓮國小

佳作 IRONMAN 張祐祥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國小部
陳致嘉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

學
張祐誠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小部

佳作 探險號II 杜東昇 新竹市頂埔國小 陳永駿 新竹市建功國小 楊博宇 新竹市實驗小學

佳作 神乎其技 盧楷勛 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陳文獻 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高健詠 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佳作 姜姜 姜有為
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

小學
姜乃馨 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佳作 暴走機器人 余祥任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

民小學
林佳宏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

學
游庭安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

小學

佳作 三個和尚有水喝 楊傑凱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

民小學
林信宇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

學

佳作 不用比一定贏 許言丞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

民小學
楊傑勛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

學

佳作 對不 王慎禧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

民小學
何宸瑋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

學
范閎凱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

小學

佳作 LEGO ROBOT 黃靖硯 麗湖國小 蔡瑞哲 麗湖國小 蘇  昊 麗湖國小

佳作 Happy Lego 淺中琉偉 台北市私立奎山國小 陳樂高 新竹美國學校

佳作 神風隊 陳廷森 華興中學 鍾昀 明德國中 陳高陸 薇閣小學

佳作 博派戰隊 郭以明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

民小學
趙子佾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

學

佳作 機不可失 藍子霖 大龍國小 藍聿萱 大龍國小

佳作 PLAY ROBOT 陳櫪瑋 麗湖國小 葉程安 麗湖國小 陳安柏 麗湖國小

佳作 POWER ROBOT 李昱廷 南湖國小 蔡加恩 南湖國小 胡凱傑 南湖國小

佳作 香蕉船 林孝陽 聖心小學 李儀哲 尚仁國小 劉晧安 瑞芳國小

佳作 STAR ROBOT 謝東霖 麗山國小 蔡瀚潁 私立康橋國小 洪曼庭 明湖國小

佳作 樂高隊 劉安之 永安國小 陳胤愷 三玉國小 楊宗霖 永安國小

佳作 STRONG ROBOT 鍾子夏 中正國小 馬于朝 五常國小 顏毓德 內湖國小

佳作 非比尋常 蔡承偉 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蕭兆亨 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趙謚友 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佳作 旗開得勝 黃勛 桃園縣楊光國小 謝易宸 桃園縣文化國小 張佑齊 桃園縣信義國小

佳作 必勝客 李宸葳 桃園縣興國國小 李承恩 桃園縣興國國小 劉宣暐 桃園縣義興國小

佳作 探月先鋒 陳宥宇 私立諾瓦小學 張富程 私立諾瓦小學 蔡瑄倪 桃園縣新勢國小

佳作 煒暐兄弟 林煒哲 台北市東門國民小學 林暐智 台北市東門國民小學

佳作 MASTER ROBOT 陳彥勳 民權國小 吳昌宗 民生國小 李元博 麗湖國小

佳作 SUPER ROBOT 林煒宸 麗湖國小 林煒致 麗湖國小 陳  暘 麗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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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 名次 隊伍名稱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LUCKY熊 洪緯宸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

中學
吳承翰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郭昱 國立師大附中國中部

V 2 使命必達 鄒德恩 新竹市光華國中 吳致賢 新竹市三民國中

V 3 Apollo Soyuz 瞿信禕 台北美國學校 吳宇捷 台北美國學校 王安石 台北美國學校

V 佳作 無敵飛龍隊 崔立言 台北市大安國中 洪士軒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郭源智 David

yuan Kao

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U.S.A.

佳作 快樂馬 王昱淳 恆毅中學 宋汶翰 恆毅中學 陳威廷 恆毅中學

佳作 SPECIAL ROBOT 張治尹 內湖國中 周柏睿 東湖國中 陳宥文 仁愛國中

佳作 超級芭樂隊 李承錦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國

中部
陳靖元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

中部
陳乃彬 新北市市立中山國中

佳作 跳跳馬 陳軒儀 恆毅中學 陳佳揚 恆毅中學 黃靖軒 恆毅中學

佳作 GOLD ROBOT 何秉育 明湖國中 林沛穎 明湖國中 陳俊堯 明湖國中

佳作 快樂機器人 陳奕先 台北市靜心國中 曾晟倢 新北市永和國中 江偉晟 桃園市文昌國中

佳作 A.K.T SWEET 周啟新 華興中學 何家儁 華興中學 許晨瑋 二信中學

佳作 雷虎隊 林顗頡
台北市薇閣中學國中

部
華康 台北美國學校

佳作 一隻龍隊 盛懷 台北市仁愛國中 許彤 台北市仁愛國中 巫奕慶 台北市仁愛國中

佳作 WINNER ROBOT 翁士軒 淡江中學 袁禾庭 私立康橋國中 謝之貽 私立康橋國中

佳作 大有A隊 黃俊誠 大有國中 顏輔泰 大有國中 李元智 大有國中

佳作 進擊巨人隊 陳柏翰 台北市建成國中 蔡家倫 台北市南港高中國中部

佳作 SMART ROBOT A 林沛翰 麗山國中 朱子雲 麗山國中 彭智賢 麗山國中

佳作 NIKE 劉子恩 建德國中 江孟紓 聖心中學

佳作 I-ROBOT 游旻凱 明湖國中 游旻瑄 明湖國中 邱耀賢 明湖國中

佳作 SMART ROBOT 林柏慶 明湖國中 劉牧翰 明湖國中 譚力誠 明湖國中

佳作 哈哈歡樂場 張凱喆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

中學國中部
詹朝鈞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許善凱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佳作 芭樂汁 陳楷文 蘭雅國民中學 張喻崴 石牌國民中學 呂冠翰 天母國民中學

佳作 振聲國中機器人 林明坊 振聲高中國中部 楊文順 振聲高中國中部

佳作 FREEDOM ROBOT 馮浩維 敦化國中 周博聞 金華國中 張曜珅 三民國中

佳作 探險號 林劉雍 新竹市光武國中 朱儀庭 新竹市培英國中 洪子宸 新竹市竹大附小

國中組競賽(52)



晉級 名次 隊伍名稱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HTC816 王士熏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李冠瑾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林佳宥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

學

V 2 飛行者 林郁傑 新竹國立高級商校 黃益泓 新竹私立盤石高中

3 effective fixer 張家彬 成功高級中學 柯昱秀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陳品融 北一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EHAI-Team 陳冠廷 東海高中 林濟壯 東海高中 吳奇耀 東海高中

佳作 我愛俄羅斯 李冠毅 東海高中 許哲銘 東海高中 陳玥伶 東海高中

佳作 緊緻阿霸隆隊 沈星豪 台北歐洲學校 楊湛華 建國中學 吳庭宇 林口高中

佳作 PLATINUM 陳律翰 惇敘高中 蕭仰均 成功高中 賴韋仁 成功高中

佳作 北極圈KExE 董佳政 東海高中 徐明漢 東海高中 張晉華 東海高中

佳作 淡江巴拉布 黃健碩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謝沛恆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洪佩君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佳作 SILVER ROBOT 林于傑 內湖高工 翁以檠 內湖高工 柯皓祥 內湖高工

佳作 工研龍貓 陳定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李孟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洪瑋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佳作 南極圈 林子勛 東海高中 蔡文傑 東海高中 謝佳霖 東海高中

佳作 奇蹟世代 林冠廷 東海高中 王順發 東海高中 李承勳 東海高中

佳作 f1 莊鎮元 復旦中學 詹德中 復旦中學 莊鎮隆 復旦中學

晉級 名次 隊伍名稱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Songowula 王有慈 中原大學 王有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V 2 Heaven's Eyes 陳宥任 台北市私立方濟中學 王麒睿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蘇寄屏 台北市中正國民中學

3 總是來不及穿對衣服 羅子喬 花崗國中 黃朋旭 花崗國中 葉品豐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中部

佳作 明天再說 陳奕衡
新竹市實驗高中附設

國中
李柏翰 新竹市私立曙光國中 黃品豪 新竹市私立曙光國中

高中組競賽(28)

足球賽(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