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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名單 
一、 國小創意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01 大崗國小 大崗國小 1隊 王秀慧 
 

吳長玲 蔡政峰 
 

A02 中山國小 創意王 林文鄉 
 

林楷泰 遲德浩 李卉安 

A03 石門國小 石門 Mark 韓霄娟 
 

莊博裕 莊竣安 
 

A04 石門國小 冰原歷險 劉大瑋 
 

唐予安 蕢懷恩 張世豪 

A05 光明國小 光明探險號 蘇楓鈞 
 

郭昱霆 盧培豐 陳煜盛 

A06 成功國小 奇幻隊 鄭頌穎 許財得 王顗睿 簡嘉宏 吳貫慶 

A07 成功國小 魔力 王心美 李盈靜 黃子綾 蔡智軒 邱宥寧 

 

二、國中創意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B01 內壢國中 Celestial 

Being 

劉世堰 
 

黃柏諺 鄭之琦 林韋廷 

B02 內壢國中 內中 A隊 劉世堰 
 

莊詠婷 何帄 陳青青 

B03 內壢國中 竹苞園隊 劉世堰 
 

王硯翔 陳冠勳 程昱翔 

B04 內壢國中 耐力隊 劉世堰 
 

彭禹誠 葉亯宏 孔祥豪 

B05 內壢國中 尌是一隊 劉世堰 
 

邱建瀧 鄭旭恩 鄭之鈞 

B06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六和國中 A 張景翔 
 

李能翔 楊勝安 黃陽皓 

B07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六和國中 B 張景翔 
 

黎禹辰 呂昀翰 陳禾杉 

B08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六和國中 C 張景翔 
 

游品倫 羅立宸 邱彥旻 

B09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六和國中 D 張景翔 
 

彭建程 徐忠孙 趙以謙 

B10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六和國中 E 張景翔 
 

葉軒爾 游証凱 姜智紳 

B11 武漢國中 荒野拓荒者 亱麗君 
 

陳傳恩 劉語欣 
 

B12 治帄國中 雙城奇謀 施宗霖 
 

陳俊丞 王誠恩 
 

B13 青溪國中 青溪 123 辛佩倚 王毅欣 彭思翰 郭展源 
 

B14 經國國中 無限幻影 曾忻萍 薛秀琳 孫茂庭 簡祐中 蔡林曄 

B15 龍潭國中 探索可燃冰 周殷志  張聚言 崔向孙  

 

三、高中創意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C01 大溪高中 好奇隊 劉佳勳 
 

段崇浩 陳胤岑 
 

C02 大興高中 CWG 許藝璋 黃天賜 程宏瑞 巫旻峰 郭先翊 

C03 大興高中 JCZ 許藝璋 黃天賜 詹顒 陳浚洧 趙健勛 

C04 大興高中 LCZ 許藝璋 許景龍 張家和 林志鴻 徐薇淳 

C05 大興高中 隨亲 許藝璋 許景龍 朱展辰 梁世能 
 

C06 大興高中 大興資料處理科 A隊 邱貴芬 陳惠君 徐筱鈞 徐佩茹 陳湘容 

C07 六和高中 六和鼠王 楊吟婷 許文俊 范姜群閔 李昱德 高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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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C08 六和高中 加濃小鋼蛋 楊吟婷 許文俊 黎耀宸 郭學諶 鄧志俞 

C09 六和高中 肥龍在天 楊吟婷 許文俊 劉政銓 林哲維 徐秉鴻 

C10 六和高中 辣凱隊 楊吟婷 許文俊 陳良孙 宗紹凱 莊雲翔 

C11 六和高中 誰能比我大 楊吟婷 許文俊 魏竣鎧 劉俊廷 鍾昀廷 

C12 治帄高中 神奇六腳獸 吳育智  嚴承鈞 温文潁 萬士壕 

C13 治帄高中 尌這樣跑 鄒政殷  彭馨誼 宋繼正 曾閎謙 

C14 桃園農工 雷霆萬鈞大大 張書誠  王大瑋 王宥鈞 邱原霆 

C15 啟英高中 一切都順利 馮建中 宋清風 蔡博諺 蕭孙良 謝柏逵 

C16 啟英高中 玄庭 馮建中 連素玲 陳育玄 陳庭 鄒永祥 

C17 啟英高中 無限創意光頭王 馮建中 連素玲 徐翰玟 李雨修 賴聲華 

C18 啟英高中 賓賓 馮建中 賴曉貞 徐啟榮 徐姵萱 卜詩婷 

C19 壽山高中 三亳五義隊 田籃惇  蕭詒豪 張允豪 郭中瑞 

C20 壽山高中 哪一隊 田籃惇  陳柏豪 曾琮韋 劉晉儒 

C21 壽山高中 壽山 A隊 田籃惇  周擁竣 簡嘉緯 李定洲 

C22 壽山高中 壽山 B隊 田籃惇  吳柏毅 陳建成  

C23 壽山高中 壽山 c隊 田籃惇  黃柏穎 陳匯升 鄭雅心 

 

四、足球機器人組參賽隊伍名單 

 

五、國小競賽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01 元生國小 元生 1隊 葉景棋  鹿忠翰 陳柏嘉 高睿廷 

A02 光明國小 光明 1號 蘇楓鈞  陳贊孙 余承祐 楊駿斌 

A03 成功國小 成功之星 2 許財得 王心美 謝昀熹 鄭達暐 郭思羽 

A04 林森國小 鈞魏隊 林君穎  魏以倫 王玟鈞  

A05 亯義國小 坦克隊 李訓明  賈正豪 謝杰叡  

A06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 5 蔡文玉 郭宿珍 韓云開 丁翊恩 莫凱傑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01 大崙國中 崙飛隊 李文達  蕭柏榮 許明揚  

A02 成功國小 移動城堲 張凱皓 李慈惠 劉柏均 黃承洋  

A03 幸福國小 幸福足球 A隊 郭博嵐  王柏皓 王奕媗  

A04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剛普朗克 蘇豊斌  呂簡志 楊子揆  

A05 啟英高中 不要插隊 馮建中 連素玲 黃世耀 邱柏翰 李宗哲 

B01 成功國小 香蕉天兵 張凱皓 黃雅晨 李翊愷 黃亯融 邱繼星 

B02 成功國小 復仇者提摩 張凱皓 王心美 鍾文賢 黃渝桓 朱彥亭 

B03 幸福國小 幸福足球 B隊 郭博嵐  蔡志揚 經順孙  

B04 啟英高中 不知道 馮建中 連素玲 楊竣孙 隆岳峻 黃柏凱 

B05 啟英高中 啟英高中 馮建中 連素玲 黃薇元 葉日淳 李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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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07 內定國小 內定國小 1 謝明政 曾慧娟 賴俊丞 涂凱博  

A08 光明國小 光明 4號 蘇楓鈞  楊子枋 羅儀誠 郭兆明 

A09 成功國小 成功之星 5 許財得 李美月 黃品翰 黃竟豪 李明諭 

A10 長庚國小 長庚四代機器小組 陳育仁 尹莉文 洪彙中 羅羽桓 羅皓天 

A11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 2 蔡文玉 張峰銘 陳諺廷 劉秉恩 林立孙 

B01 內定國小 內定國小 2 謝明政  王芊又 賴宜君  

B02 光明國小 光明 5號 蘇楓鈞  李振旭 李建輝 曾睫茵 

B03 林森國小 幻象隊 林君穎  唐英睿 黃品綸  

B04 青溪國小 青溪一隊 王雅代  張聖明 游冠德 賴和儀 

B05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 3 蔡文玉 張峰銘 傅家均 游聿堂 陳志瑄 

B06 元生國小 元生 2隊 葉景棋  黃以謙 郭雅琪 陳韋綸 

B07 光明國小 光明 2號 蘇楓鈞  蘇柏諺 黃以豪 蘇宣翰 

B08 成功國小 成功之星 3 許財得 陳淑芸 林聖博 董奕呈 陳冠佑 

B09 長庚國小 長庚四代-2機器小組 陳俐縈 林杏秓 許肇邦 夏祖五 許彥翎 

B10 南美國小 南美機器人 林俞君  林敬庭 毛祖英  

B11 興國國小 RPG隊 王利元  湯正家 施泓君  

C01 元生國小 元生 3隊 葉景棋  張睿安 林丞翰 葉柏克 

C02 光明國小 光明 3號 蘇楓鈞  林聖邦 徐子晟 曹詠瀚 

C03 成功國小 成功之星 4 許財得 李慈惠 黃政傑 劉展睿 陳准碩 

C04 長庚國小 長庚四代-3機器小組 蔣佩琪 蔡佩樺 陳柏睿 陳芊蓁 蕭孙呈 

C05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 1 蔡文玉 張峰銘 陳敏錡 陳敏瑜 陳昱凱 

C06 興國國小 飛碟隊 王利元  邱承翊 莊培群  

C07 永順國小 永順 LEGO隊 邱哲良  林庭毅 溫英志  

C08 成功國小 成功之星 1 許財得 李盈靜 張唯毅 林緯倫 江仕晨 

C09 林森國小 無敵戰神 林君穎  盧顥元 陳啟沛 盧政錡 

C10 青溪國小 青溪二隊 王雅代  黃家棋 陳昱宏 呂偉銍 

C11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 4 蔡文玉 吳靜宜 陳薇婷 王樂孙 吳承翰 

 

六、國中競賽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01 大有國中 大有 A隊 陳志偉  林展佑 丁業鴻 李冠翰 

A02 光明國中 光鐵人 吳建萱  徐子昕 陳品璇 吳郁薇 

A03 治帄國中 鋼鐵擂台 施宗霖  甘璟宏 吳宗桓 劉祐丞 

A04 大有國中 大有 E隊 陳志偉  黃俊誠 蕭禹棣 何恭綸 

A05 內壢國中 google chrome 劉世堰  彭鈺展 張胤賢 劉立行 

A06 觀音高中附設國中部 音速小子 何宏文  何以謙 葉雲硯  

A07 大有國中 大有 C隊 陳志偉  邱承為 鄧羽彤 游珮綸 

A08 南崁國中 南中三劍客 王萬意 李文宏 盧冠廷 吳仲文 曾彥禎 

A09 治帄國中 治帄 A隊 林新斌 何嘉銓 王仟帄 彭璿 官大格 

A10 青溪國中 青溪 B隊 辛佩倚 王毅欣 賴子聿 彭思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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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A11 楊光國中小 如圖所示 莊錦麟 林秓慧 魏讀玉 鍾咏倪 李杰安 

B01 大有國中 大有 B隊 陳志偉  杜哲言 傅子豪 蕭孙志 

B02 內壢國中 Fire Fox 劉世堰   農淇雲 蔡政均 

B03 光明國中 光鐵雄兵 吳建萱  劉書亨 黃斌 王唯任 

B04 青溪國中 青溪 A隊 辛佩倚 王毅欣 楊凱竣 黃柏諺  

B05 楊光國中小 Sun Shine 黃秀玲 莊錦麟 許淵明 郭郁雯 張智威 

B06 大有國中 大有 D隊 陳志偉  賴品境 簡睿麒 陳韋翰 

B07 內壢國中 Safari 劉世堰  葉騏嘉 陳威愷 傅翊樸 

B08 治帄國中 治帄 C 施宗霖 何嘉銓 黃升鵬 方緯翔 何亯緯 

B09 青溪國中 青溪 C隊 辛佩倚 王毅欣 吳雨龍 鄭琮勳 陳宥壬 

B10 楊光國中小 春日部進擊隊 莊錦麟 黃秀玲 黃俊維 林庭源 魏讀金 

 

七、高中競賽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C01 大興高中 大興資料處理科 B隊 邱貴芬 賴慧禎 劉季鑫 莊捷翔 黃奕達 

C02 六和高中 阿男接力棒 楊吟婷 許文俊 黃鈺淞 古敬聞 張嘉桔 

C03 武陵高中 武陵雙璧 蕭永松  李宜潔 劉玟儀  

C04 治帄高中 治帄夢工廠 鄒政殷  彭馨誼 黃聖權 詹博丞 

C05 武陵高中 holy_hand 蕭永松  邱冠博 溫韋綸 張凱雋 

C06 六和高中 玩 Game 楊吟婷 許文俊 古宣鴻 許根霖 張嘉博 

C07 武陵高中 短小精幹 蕭永松  仲其孙 陳彥霖  

C08 啟英高中 Never give up 馮建中 連素玲 魏智成 陳建宏 高皓 

D01 六和高中 root發明家 1 楊吟婷 許文俊 姜羽瞳 趙廷豪 雷務馨 

D02 武陵高中 備取一號 蕭永松  程品鈞 曾群傑 葉丞竣 

D03 六和高中 都可以隨亲你 楊吟婷 許文俊 李明翰 許麷釉 謝譯賢 

D04 桃園高中 桃園高中 李文宏  李元智 王文輝 楊硯勳 

D05 六和高中 阿 win大法師 楊吟婷 許文俊 陳冠迪 林冠孙 蔡逸群 

D06 武陵高中 phosphorescent 蕭永松  李聖誠 彭偉豪 何青儒 

D07 治帄高中 Blue Humor 丁富森  丁衣 曾閎謙 宋繼正 
 

八、大專競賽組參賽隊伍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教師 助理教師 隊長 選手 選手 

E01 萬能科技大學 Jack Team 李勝楠  許智傑 司浦郁 王郁棠 

E02 中原大學 Bear Ranger 陳世綸  曾惟郅 劉元傑 劉惠文 

E03 銘傳大學 OBJHBB 羅嘉寧  楊心蝶 李仕如 吳云方 

E04 中原大學 CYIR 陳世綸  王有慈 陳威廷 林子軒 

E05 銘傳大學 MCUIRC_Lightni

ng 

李權明  林卓熠 徐彩軒 梁生珺 

E06 萬能科技大學 萬能之光 魏憲中  詹勳麟 謝明君 趙亯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