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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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匯NO.1 新北市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陳柏翰 童韋龍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唐梓珩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JA02 M-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李騰澐 台北市東湖國中 張博皓 台北市東湖國中 李柏毅 台北市東湖國中

JA03 小屁孩響徹雲霄 觀音高中國中部.淡江高中國中部.三和國中 林志隆 何以謙 翁士軒 張荃鈞

JA04 ProKids 台北市 天母國中 黃嘉怡 呂冠翰 天母國中 謝昊承 天母國中 尤俊驊 天母國中

JA05 GJ-天天隊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蔡嘉聰 羅天成 吳承軒 林良恩

JA06 LDC 新竹市 新竹市光武國中 蔡明烘 林劉雍 新竹市光武國中 杜東昇 新竹市竹光國中

JA07 史都比裸巴 新北市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葉思齊 陳冠豪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張家銘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JA08 I-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陳宥文 台北市仁愛國中 吳韋寬 新北市康橋雙語學校 陳櫪瑋 台北市濱江國中

JA09 快樂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陳俊銘 邱謙 劉朝嵗

JA10 GJ-地之勝子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蔡嘉聰 林玟安 林玟宇 陳柏宇

JA11 十字弓 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國中 仲秀真 劉傑伊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高級中學-國中部 范仲源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國中

JB01 旗開得勝 桃園市 私立大華中學 唐永光 黃勛 私立大華中學 李宸葳 私立六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謝祥辰 桃園市龍岡國中

JB02 特斯拉-和牛 台北市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洪子銘 黃士展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林明暘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林定毅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JB03 探索者 新竹市 探索者 林文民 黃文遠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志謙 新竹市三民國中

JB04 特斯拉-麥當勞歡樂送 台北市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洪子銘 楊裕閔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彭乙俊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陳威佑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JB05 J-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林煒宸 台北市麗山國中 蔡瑞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賴威廷 台北市敦化國中

JB06 GJ-天之驕子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潘國正 黃嘉興 藍貽聖

JB07 酸央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陳堉騰 蔡承育 劉品妏

JB08 FKK 新北市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陳柏翰 吳致翰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賴泓宇 天主教徐匯高級中學

JB09 瘦皮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周奕丞 林翔宇 高奕弘

JB10 特斯拉-KD超強 台北市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洪子銘 李昱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樓宸翊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林瑾嘉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JB11 復仇者聯盟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中學 黃清波 黃冠綸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中學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中學

JC01 K-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王  彥 台北市明湖國中 王  元 台北市明湖國中 譚力誠 台北市明湖國中

JC02 平方隊 基隆市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林啟立 蕭邦宸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黃品誠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沈恆成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JC03 拓荒者 新竹市 新竹市建功國中/ 新竹市私立磐石中學/... 林文民 温揚 新竹市建功國中 曾緯綸 新竹市私立磐石中學 王冠智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JC04 Brick Masters 台北市 Taipei American School 蘇姿文
Ryan Dajiun

 Sun
Taipei American School

Anthony An-

Shih Wang
Taipei American School Ethan Wu Taipei American School

JC05 Happy pegasus 台北市 弘道國中 李建國 黃琬淇 弘道國中 黃健維 弘道國中 簡宏丞 弘道國中

JC06 羽落的惡魔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思齊 詹朝鈞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祐生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陳靖元 台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JC07 GJ-強「吸」鬥士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潘國正 吳秉祐 曾啟豪 劉亦恩

JC08 H2O2 基隆市 基隆市武崙國中 林柏宗 楊書維 基隆市武崙國中 楊景惟 基隆市武崙國中

JC09 GPQ 新竹市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明烘 朱儀庭 新竹市培英國中 朱庭萱 新竹市培英國中 陳信越 新竹市培英國中

JC10 H-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林柏慶 台北市明湖國中 劉牧翰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泓儒 台北市明湖國中

JC11 石破 福和國中.鷺江國中.仁愛國中 林志隆 翁健展 莊宇聖 陳昱宏

JC12 恆毅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李旻育 賴婉馨 王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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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01 無敵飛龍隊 台北市 大安國中,復興中學,Hunter... 劉得福 崔立言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 洪士軒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郭源智 David Yuan Koa 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JD02 隊名是什麼 恆毅國中.格致國中.重慶國中 林志隆 葉庭瑜 盧禹承 連博堯

JD03 使命必達 新竹市 新竹市三民國中 林文民 黃浩軒 新竹市三民國中 陳建唯 新竹市三民國中 黃翊翔 新竹市三民國中

JD04 GJ-紅茶鬥士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林照勝 鄧貴榕 劉泓均 周彥均

JD05 神奇黃蜂隊 台北市 南港高中國中部, 建成國中 劉得福 蔡家倫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國中部 陳柏翰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JD06 L-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何秉育 台北市明湖國中 林沛穎 台北市明湖國中 陳俊堯 台北市明湖國中

JD07 五塊豬排 新竹市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吳智偉 王證維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劉晉安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陳炯豪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JD08 Pizza Hot 台北市 石牌國中、天母國中、明德國中 鍾孝民 王麒翔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鍾昀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谷岳峰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

JD09 風力猴1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郭昶漢 許仁瑋 陳玄皇

JD10 超級戰將 桃園市 青溪.青溪.文昌國中 邱創傑 丘灝倫 青溪國中 張聖明 青溪國小 廖凰羽 文昌國中

JD11 HappyRobot 美國學校.美國學校.亞太美國學校 林志隆 LouisAsanaka RichardHsu HenryChen

JD12 靜心強棒隊 台北市 靜心國中 李建國 陳奕先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柯艾伶 台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蘇柏宗 台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JD13 帥哥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中學 郭明修 郭展邑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中學 張翊凡 台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中學

JE01 Dr.Jay 台北市 薇閣中學 林達湖 林顗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林于洸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JE02 我要晉級 新竹 曙光國中 陳龍雄 李柏翰
新竹巿天主教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曾永霖 新竹巿立培英國民中學

JE03 探險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林怡辰 廖啟瑋 廖啟瑞

JE04 GJ-magic power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陳偉峰 李承儒 蔡定宇 陳俊曄

JE05 科學佳 桃園市 建國.福豐.慈文國中 邱創傑 呂宸哲 建國中學 王儒璽 福豐國民中學 胡尊堯 慈文國民中學

JE06 N-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王凱樂 台北市天主教方濟高級中學 邱耀賢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

職業學校
邱鉦淳 桃園市陽明國中

JE07 小樂隊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思齊 張凱喆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慎禧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李承錦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國中部

JE08 霹靂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郭宸瑋 蔣明哲 趙文成

JE09 The Matterhorn Geocacher 台北市 台北美國學校 Tracy Ho 瞿信禕 台北美國學校 周仕桓 台北美國學校

JE10 林中機器小組 新北市 林口國中 陳信宏 陳威達 林口國中 許肇熙 林口國中 王翰德 介壽國中

JE11 EV3 Club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王乃善 陳俞衡 台北市介壽國中 楊博宇 徐匯中學

JF01 所向無敵 海山國中.海山國中.海山國中 林志隆 蔡承安 陳文筆 黃毓宸

JF02 挖到寶 新竹市 新竹培英國中/ 光華國中/... 林文民 劉育成 新竹市培英國中 鄒德恩 新竹市光華國中 吳融浚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JF03 We Luv Pudding 新竹市 新竹實驗中學雙語部 陳龍雄 陳奕衡 新竹市實驗高中雙語部 孫柏安 新竹市實驗高中雙語部

JF04 Fire Fox 桃園市 桃園市內壢國中 蔡文麟 呂學翰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蔡政均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農淇雲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JF05 G-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彭智賢 台北市麗山國中 朱子雲 台北市麗山國中 謝東霖 台北市麗山國中

JF06 探月先鋒 桃園市 私立六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唐永光 江芷瑜 私立六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陳宥宇 私立六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JF07 GJ-肯山水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台北市龍門國中

、台北市龍門國中
林照勝 李思肯 馬悅山 馬悅水

JF08 猩猩猴王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卓躍 楊士賢 柯致捷

JF09 熱水三巨頭 新北市 台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葉思齊 張睿驊 台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戴嘉慶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戴祺原 台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JF10 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吳立安 賴映齊 陳彥禎

JF11 驅邪必勝隊 台北市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劉得福 盛懷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許彤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JG01 芭樂甲金蕉 新竹市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林文誠 葉峻維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李昱言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周楷紘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E桌

F桌

G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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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02 十八銅人 桃園市 桃園市東興國中 唐永光 吳紹棋 桃園市東興國中 謝易宸 桃園市平興國中 彭翊翔 桃園市平鎮國中

JG03 GJ-Special Team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蔡嘉聰 李樹勳 侯廷翰 高珩軒

JG04 台灣獮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鄭立杰 黃靖軒 白承弘

JG05 Bobo 五股國中.五股國中.師大附中國中部  林志隆 吳承翰 李東彥 郭昱

JG06 跳跳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陳佳揚 陳軒儀 林亮瑋

JG07 陽光BOYS 重慶國中.重慶國中.中正國中 林志隆 林伯隆 鄭智中 潘敬揚

JG08 GJ-白板擦2打裝海馬牌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蔡嘉聰 許景翔 王浩宇 蔡朋桀

JG09 我們不是猴 新北市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周杰葳 陳睿廷

JG10 單細胞生物 新北市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葉思齊 陳昊瀚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余品劭 台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汪劭勳 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JG11 O-robot 台北市 洪暉勝 陳彥勳 台北市介壽國中 牛睿臨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 鍾子夏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