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教練姓名 指導老師 參賽隊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隊員5 隊員6 隊員7 隊員8 隊員9 隊員10

1 王裕德 王裕德 Ø隊 賴宥辰 王昱雅 孫德蓉 陳皙蔆 藍心妤 童筱妍 蔡宥杏 蔡沛珊

2 鐘榮楷 蔡德暐 Attack of Taiwan 洪敬智 賴東蔚 陳坤郁 陳彥彰 彭馨屏 賴俊佑 翁證翔 黃柏凱 李睿寓 曾稚翔

3 林郡君 蔡嘉聰 face to face 陳姿穎 林泇欣 吳秉儕 陳重亦 蔡承祐 王士熏 陳穎瀚 廖睿楠 李冠瑾 張庭盛

4 張學望 鄭佳韻 麻豆融合隊 吳冠毅  郭晉嘉 劉曜瑄 蘇竫幃  楊尚于 王俊逸 胡晉嘉 沈宣亦 施維謙

5 李曉萍 胡啟有 We are in the world 張可欣 李耘萱 吳弘智 何昌珉 邱浚源 廖偉勝

6 謝錫堂 吳智偉 到此一遊 謝佾明 施佑樺 黃品禎 戴健恆 陳煒甯 林政遠 王政甯 羅俊凱

7 張力仁 林奕光 三羊開泰 林侑頡 傅琮晉 江少謙 翁紹棋 許展豪

8 周正雅 周正雅 飛天豬 林郁傑 邱暐宸 蘇軒澂 王郁和

9 胡啟有 李曉萍 我們喜歡學習 陳珪淮 林弘軒 李宗祐 賴詮侑 劉伯暘 林渟桂 林稔耘 王宜瑄

10 Zoe Bates Zoe Bates EV8
Douglas

Lee

Spencer

Chang

Rachel

Nam

Kai Jie

Ng

Jack

Rong

Nathen

Ho

Rowan

Delgado

Dorothy

chou
11 鍾榮楷 吳雅茹 Fun輕鬆 李逸程 黃堃嘉 簡至弘 林毅致 曾永盛 李姿璇 蔡欣彤

12 張力仁 林奕光 才華羊隘 潘承光 張凱翔 詹家丞 張博翰 許庭維 白馨淇 張瑞仕  蔡瑋捷 張書珩 張喆

13 林永正 黃凱煇 我愛忍者龜 NTT 紀伯謙 陳逸德 林暄弼 齊又勗 簡冠昕 梁祐豪 許鑫楊 陳鼎勛

14 陳凱民 林宗祺 進擊的菜農 吳東育 萬昌鑫 吳佩穎 鍾佳晉 曾紹恩 黃安佑 戴昱豪 許品堯 劉凱文 劉仲恩

15 趙國權 林柏毅 ILH 王子承 賴明恩 施景淵 連識程 劉定閎 周宥杰 林洋

16 黃冠閔 黃冠閔 北大高中 邱譯 張定文 廖冠傑 孫偉倫 鄭岳甫 余尚桓 王家駿 陳妤 呂惠寧 李珮溱

17 王裕德 王裕德 青鳥 楊雅涵 邱思蓉 劉雅嫻 李依澄 林宜德

18 黃建晃 黃建晃 高雄市三民高中 陳適恆 吳星撰 李致嘉 戴宏益

19 賴勇先 張力仁 名羊四海 張濬玥 張博皓 何謦仰 曾榆哲 陳冠仲 陳睿廷 姚凱翔 鄭弘裕 周奕丞 盧威廷

20 沈奕成 王靜儀 智慧小廚神 陳淳和 蕭邦原 許寶云 游翔順 黃聆歆 許毓玲

21 黃淑勤 黃淑勤 烤焦的培根 林昕叡 巫孟軒 林胤辰 巫少淮 張祐誠

22 王天佑 王力平 請輸入隊名 張琇婷 張育慈 邱敬媛 黃敏寧 熊信源 張詠儀 吳欣娟 劉洛湄 陳又纕 楊竣翔

23 張力仁 伍宏麟 羊羊得意 陳堉騰 蔡承育 廖啟瑋 蔣明哲 陳建穎 汪士翔 施柏瑋 林伯隆 林柏達

24 王靜儀 沈奕成 植物快蒐 紀韋鴻 王翔郁 李承祐 陳威宏 林宗易 許竣瑋

25 徐國誠 徐國誠 超自然 Super Natrual 徐夢婕 徐智家 曾緯綸 陳廷軒 黃品絨 李冠諭

26 詹翔閔 黃維彥 淡江機優隊 柯茗馨 林竑彣 趙福樹 潘怡宏 花國耀 陳弘哲 施宣妤 陳醇臻 潘致瑋

27 顧乃棻 吳曉函 崇出江湖 林沛妤 陳瑞瑜 蔡沛辰 張嘉容 張詠捷 陳名為 林思佳 黃妙華 李書葳 張議隆

28 趙國權 蕭如研 IRH 邱廉禎 林炘岳 鄭彥成 顧崇懷 顧懷允 黃昱銓

29
Becky

Maguire

Becky

Maguire
Robo-Tigers

Alex

Tseng

William

Lin

Terry

Chen

Richard

Hsu
30 王靜儀 沈奕成 給我電電 林桂弘 周良烜 蕭國廷 陳思妘 何杰翰 魏顯倉 陳柏彰

31 曾曉芬 邱維昭 崇零開始 陳虹均 陳建甫 盧姵帆 曾巧雯 蔣方晴 黃柏翔 蔡宗珉 陳宗賢 洪敬傑 邱忠憲

32 馬唯翔 黃冠閔 電磁波 馬唯翔 陳建宇 施柏任 林倉平 黃彥崴 李宜靜 黃郁雯 張家誠 鄭巧韓 洪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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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建田 李建田 超級圓動力 蔡承翰 張羽鶴 翁睿甫 謝長恩 黃子桓 張常濬 賴俊睿

34 林奕光 伍宏麟 羊眉吐氣 劉子敬 鄭立杰 王昱淳 林亮瑋 賴婉馨 李旻育 陳軒儀 黃靖軒 吳立安 白承弘

35 沈奕成 王靜儀 舞文弄墨 蕭姵甄 李孟穎 張宸軒 何瑞揚 張文瀞 林健傑 李睿恩

36 林奕光 伍宏麟 快樂羊 陳俊銘 劉朝崴 邱謙 陳彥禎 賴映齊 劉品妏 翁紹翔 林煜哲 林怡辰 鄭宇峰

37 葉燊 林政學 黑化肥會揮發 張雅婷 鄭凱中 林哲誼 羅皓安 黃治齊 黃治翰 陳柏菖 柯元翔 郭鴻霆 林芊妤

38 張力仁 賴勇先 青春羊溢 王柏崴 陳濬豪 陳奕辰 謝侑諭 江建逸 楊恩傑 莊敏悠

39 林政學 孫蜂揮 賴著不走 王欽玄 鄭棓文 朱芳霆 林士詒 黃子恩 陳柏瑞 郭晉宇 張雅婷

40 王冠智 許益彰 萊姆打樂高 陳厚翰 陳政瑋 曾棨玟 陸民叡 曾揚仁 陳劭杰 潘秉浩 林雨陽 高崇倫 葉冠霆

41 黃信騰 姚清元 CHJH 李昱言 葉峻維 陳柏鈞 黃獻毅 鄭達郁 周楷紘

42 張力仁 伍宏麟 喜氣羊羊 郭宸瑋 陳佳揚 趙文成 柯致捷 邱品璋 廖威翔 李慎修 林柏劭 邱柏勳

編號 教練姓名指導老師姓名 參賽隊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隊員5 隊員6 隊員7 隊員8 隊員9 隊員10

1 黃凱煇 林永正 Screw it A 廖子寬 洪岱群 吳起雲 黃耑翔 梁軒豪

2 林奕光 伍宏麟 公羊隊 陳定毅 陳冠霖 許榮軒 宋汶翰 周秉滽 郭長霖 林衍辰 吳嘉慶 鄭樂晨 丁明圓

3 余東軒 孟令政 臺灣黑熊 張端育 周品均 謝靜宜 樂宸豪 詹怡軒 楊大揆 顏聖宸 鄭緯騰 邱政穎 王靖睿

4 蔡德民 柯炯廷 Cheer炫光隊 郭孟樺 謝耀霆 郭芳家 韓允豪 鄭鈞文

5 孫蜂揮 林政學 DTB 黃泓源 王冠博 楊書睿 蔡宇淮 曾騰炘 鍾招毅 許庭豪

6 黃凱煇 吳龍發 Screw it B 張景程 陳穎漢 吳承澤 劉仲昀 傅珍昱 辛佩修

7 詹翔閔 黃維彥 嘂燚焺灗豇 黃健碩 吳哲皓 莊景翔 蘇儀庭 彭柏儒

8 詹翔閔 石佳玉 人帥真好 謝叢年 吳兆民 丁郁宸 吳浩綸

9 趙國權 林柏毅 我愛超級大胖狗 賴昱佑 鐘安 葉品豐 蔡明駿 蕭喆

10 詹翔閔 石佳玉 隨意發揮 林晟偉 林韋儒 湯進哲 吳岳韋 王明興

11 石佳玉 石佳玉 淼的三態 王茂鈞 邱奕豪 黃詠嶸 詹誌陽 黃郁文 楊牧謙 李懿洹

12 蔡德民 柯炯廷 PradarKing霹靂星隊 林鈞瀚 佘怡德 謝承志 林佑承

13 趙國權 林柏毅 我愛大白貓 趙常捷 羅子喬 石文旭 莊竣瑋

14 林政學 孫蜂揮 賴著不走 王欽玄 鄭棓文 朱芳霆 林士詒 黃子恩 陳柏瑞 郭晉宇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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