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FLL 機器人創意競賽(台中場)參賽隊伍一覽表 

104.1.23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英文隊名 指導教師 隊長姓名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1 台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崇零開始 NEW BIRTH~ 邱維昭 陳虹均 邱忠憲 洪敬傑 陳宗賢 陳建甫 曾巧雯 黃柏翔 蔡宗珉 蔣方晴 盧姵帆 

2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我們在世界上 We are in the world 李曉萍 張可欣 何昌珉 吳弘智 李耘萱 張宇翔 黎淑慧         

3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羊眉吐氣 Happy Sheep 3 張力仁 鄭立杰 白承弘 吳立安 李旻育 林亮瑋 陳佳揚 陳軒儀 黃靖軒 劉子敬 賴婉馨 

4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騷人墨客 Poetic Generation 王裕德 陳宜君 江昱珊 林晏竹 林敬睎 黃葶芸           

5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才華羊溢 Happy Sheep 7 林奕光 潘承光 白馨淇 張書珩 張凱翔 張博翰 張喆 張瑞仕 許庭維 詹家丞 蔡瑋捷 

6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我們喜歡學習 We like to learn 胡啟有 陳珪淮 王宜瑄 李宗祐 林弘軒 林渟桂 林稔耘 黃酩仁 劉伯暘     

7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青春羊溢 Happy Sheep 8 賴勇先 王柏崴 江建逸 莊敏悠 陳奕辰 陳濬豪 楊恩傑 謝侑諭       

8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北大高中 BeiDa Senior High School 黃冠閔 邱譯 王家駿 余尚桓 呂惠寧 李珮溱 孫偉倫 張定文 陳妤 廖冠傑 鄭岳甫 

9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Φ隊 phi 王裕德 賴宥辰 王昱雅 吳宜亭 林渟瑄 孫德蓉 陳皙蔆 童筱妍 蔡沛珊 蔡宥杏 藍心妤 

10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淡江機優隊 TMS A+ 黃維彥 柯茗馨 林竑彣 花國耀 陳弘哲 趙福樹 潘怡宏         

11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名羊四海 Happy Sheep 6 林奕光 張濬玥 何謦仰 周奕丞 姚凱翔 張博皓 陳睿廷 鄭弘裕 盧威廷     

12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黃冠閔 馬唯翔 李宜靜 林倉平 施柏任 洪聖哲 張家誠 陳建宇 黃彥崴 黃郁雯 鄭巧韓 

13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喜氣羊羊 Happy Sheep 2 張力仁 郭宸瑋 李慎修 林柏劭 邱柏勳 柯致捷 張雅芸 程嘉瑜 廖威翔 趙文成 蔡雨呈 

14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羊羊得意 Happy Sheep 4 林奕光 陳堉騰 宋懿宸 汪士翔 林伯隆 林煜哲 施柏瑋 陳建穎 廖啟瑋 蔡承育 蔣明哲 

15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鯊魚先生 Mr. Shark 王天佑 蕭文嘉 凃毓均 洪承榆 歐陽萱 賴羿廷 謝佳芃         

16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烤焦的培根 Burnt Bacon 黃淑勤 林昕叡 巫孟軒 張祐誠 陳宇翔             

17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快樂羊 Happy Sheep 1 林奕光 陳俊銘 林怡辰 邱謙 翁紹翔 陳冠仲 陳彥禎 劉品妏 劉朝崴 鄭宇峰 賴映齊 

18 臺南市私立天主教德光高級中學 黑化肥發揮會揮發 black fertilizer will be volatile 林政學 張雅婷 黃治齊 楊智丞 蔡昕甫             

19 台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崇出江湖 Resurgent 顧乃棻 林沛妤 李書葳 林思佳 張詠捷 張嘉容 張議隆 陳名為 陳瑞瑜 黃妙華 蔡沛辰 

20 臺南市佳里國民中學 蕭壟機器人 Soulang robot 林宗祺 吳東育 許詠潔 萬昌鑫 鍾品萱             

21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三羊開泰 Happy Sheep 5 伍宏麟 翁紹棋 江少謙 林才瀚 林侑頡 林思頤 張小紅 許展豪 郭昶漢 傅琮晉   

22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綠色顧目瞅 GREEN IS EXCELLENT 王裕德 王愷伶 李鈺淇 林姸均 袁巧臻 陳芷姍 陳亮晴 趙唯禎 鍾怡萱     

23 臺南市信義國民小學 進擊的菜農 Energetic Farmer 陳凱民 吳佩穎 許亮寓 許品堯 曾紹剛 曾紹恩 黃安佑 戴昱豪 戴昱銓 鍾佳晉   

24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天天 infinite 王裕德 簡君庭 王婷臻 張宇婕 陳咨蓉 陳情引 黃煒芯 劉雅嫻       

25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青鳥 The Bird With Happiness 王裕德 楊雅涵 王思函 李依澄 周筠筑 林宜德 邱思蓉 高藝真 葉宜涵     

26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淡江全新世代隊 TMS The new generation 黃維彥 練士豪 施宣妤 洪文良 張習煒             

27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請輸入隊名 Please enter the team name 王天佑 張琇婷 吳欣娟 邱敬媛 張育慈 張詠儀 陳又纕 黃敏寧 楊竣翔 熊信源 劉洛湄 

28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不會轉彎的白海豚 The white dolphin that can't turn 黃淑勤 林胤辰 吳育宸 呂英荃 巫少淮 邱雅郁 郭杉麒 葉仲堂 蘇偉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