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名稱 隊伍縣市 隊伍學校名稱 教練名稱 隊員1 隊員1就讀學校 隊員2 隊員2就讀學校 隊員3 隊員3就讀學校

JA01 這幾天吃泡麵的日子有救了 台中市太平區 中平國中 李曉萍 吳弘智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劉伯暘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劉軒宏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JA02 特斯拉-我愛GUNDAM 台中市 大甲國中 林詩頎 林呈佳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蔡祐謙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劉晏禎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JA03 達達1隊 雲林縣 雲林縣正心中學 粘振國 魏浩年 雲林縣西螺農工 陳震齊 雲林縣正心中學 江德山 雲林縣正心中學

JA04 Always on point 臺中市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凱煇 林柏鑫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陳品斈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陳畊甫 臺中市立惠雯文高級中學

JA05 歪國人 彰化縣(中區) 大同國中 田中國中 陳志良 李承駿 彰化縣田中國中 邱苡誠 彰化縣大同國中 曾俊嘉 彰化縣大同國中

JA06 Call me No.1 台中市 葳格中學 林雯玲 廖健安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 方璿瑞 台中市私立葳格中學

JA07 戰鬥特警 彰化縣 黃山峯 張祐麒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周君諺 彰泰國中 柯弼獻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

JA08 地瓜葉 臺中市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黃忠志 邱忠憲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黃柏翔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張明川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JA09 NightBot 雲林縣 雲林縣正心中學 粘振國 李睿穎 雲林縣正心中學 賴玉豐 雲林縣正心中學 羅翊宸 雲林縣正心中學

JB01 崇新創造 臺中市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黃忠志 葉冠麟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洪敬傑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王慶隆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JB02 我愛地殼 台中市 明道中學國中部、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黃凱煇 許書維 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凱勛 明道中學國中部 齊又勗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JB03 智慧醬酒罐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國中 粘振國 曾傑生 雲林縣斗六國中 紀柏謙 雲林縣正心中學 王晶瑩 雲林縣正心中學

JB04 特斯拉-影之獵 台中市 大甲國中 林詩頎 陳永恩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梁永霖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范祐綸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JB05 旗開得勝 台中市 柯博文教 洪銘鴻 蔡亞哲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蔡亞倫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JB06 我愛國 臺中市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黃凱煇 趙鈞甫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趙鈞泓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JB07 瘋狂企鵝 彰化市 精誠.明道 趙昭雲 董儼華 彰化私立精誠中學 黃柏諺 私立明道普林斯頓中學

JB08 SWJH定德盛 台中市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林雯玲 林固德 台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李宇盛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賴定緯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JB09 特斯拉-風行者 台中市 大甲國中 林詩頎 陳彥佑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林昕影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朱哲毅 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JC01 我愛改名 臺中市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黃凱煇

許鈞皓 臺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廖聿閎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JC02 KingRobot 臺中市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黃忠志 徐炳辰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江鴻揚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蔡旭昌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JC03 星星 台中市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王威景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黃楦茗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袁鉦皓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JC04 Chellenger 台中市 崇德國中 周邑縢 周俊毅 台中市立崇德國中 黃琮佑 台中市立崇德國中 張謙懷 華盛頓中學

JC05 Crazy Robot 彰化縣(中區) 光德國中 鹿港國中 衛道國中 陳志良 楊佳鑫 台中市光德國中 楊育銘 彰化縣鹿港國中 施詠皓 台中市 私立衛道中學

JC06 宇宙 雲林縣 雲林縣正心中學 粘振國 黃庭恩 雲林縣正心中學 魏廷霖 雲林縣正心中學 黃展璿 雲林縣正心中學

JC07 Minions 台中市 市立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蔡億縉 蔡嘉文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許家綺 私立明道高中國際部 許家翔 私立明道高中國際部

JC08 我愛大影睛 台中市
臺中市立龍井國中、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彰化市立忠孝國小
黃凱煇

梁祐豪 臺中市立龍井國中 紀伯謙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陳鼎勛 彰化市立忠孝國小

JC09 名揚四海 彰化縣 黃山峯 周楙埏 彰化縣立伸港國中 黃舒俊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張泳濬 彰化縣立鹿鳴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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