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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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1 必勝客 桃園市 桃園市興國國小 唐永光 李承恩 桃園市興國國小 莊秉澂 桃園市興國國小 陳宥綸 私立諾瓦小學

EA02 龍騎士 台北市 大龍國小 鄭秋美 藍子霖 大龍國小 藍聿萱 大龍國小 江慶栩 大龍國小

EA03 響徹雲霄3 桃園市 桃園國小 蔡文玉 傅家均 桃園國小 陳志瑄 桃園國小 游聿堂 桃園國小

EA04 樂樂隊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小學 葉思齊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小學 范閎凱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張祐祥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EA05 響徹雲霄4 桃園市 桃園國小 張峰銘 陳薇婷 桃園國小 吳承翰 桃園國小 王樂宇 桃園國小

EA06 火龍隊 桃園市 新興國際.西門.西門國小 邱創傑 蔡育維 新興國際學校 陳奕安 西門國小 許程皓 西門國小

EA07 我最強 國語實小.國語實小. 林志隆 張善鈞 甘沂宸

EA08 樂奇復仇者 新北市 光華國小 陳宣宏 游閎翔 光華國小 紀景隆 光華國小

EA09 對不隊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葉思齊 陳致嘉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蔡其翰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徐暐博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EA10 小兵隊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張嘉豪 王崇祐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丁品文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EA11 帥老虎 林口 麗園國小 陳信宏 王澤鈞 麗園國小 陳恆愉 麗園國小

EB01 響徹雲霄5 桃園市 桃園國小 蔡文玉 韓云開 桃園國小 丁翊恩 桃園國小

EB02 好棒棒 復興國小.復興國小 林志隆 江昀融 江姍芸

EB03 無敵老大隊 台北市 仁愛國小,永吉國小, 仁愛國小 劉得福 洪鐿城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 劉貴恩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小 甯宇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

EB04 侏儸紀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曾小凡 李名冠 台北市健康國小 維平 台北市三民國小

EB05 樂奇向前衝 新北市 光華國小 陳宣宏 張維駒 光華國小 洪琮昇 裕民國小 吳崇聖 民安國小

EB06 賴皮一隊 桃園市 青溪.青溪.青溪國小 邱創傑 賴和儀 青溪國小 陳秉澤 青溪國小 鄭宇倫 青溪國小

EB07 臺灣敢死隊 新北市 新北市大豐國小.北新國小 李金德 許惟綸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彭柏凱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陳巧雲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EB08 勇士隊 新北市 小天使文教機構 陳宏志 黃致霖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 羅承濬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林緯童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EB09 D-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蔡加恩 台北市南湖國小 王治凱 台北市南湖國小 趙浩幃 台北市南湖國小

EB10 新竹校際聯隊 新竹縣 十興國小 實驗國小 雙溪國小 黃旻熙 李承勳 新竹縣十興國小 李承穎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黃威翔 新竹縣雙溪國小

EB11 Robot 三人組 台北市 台北市建安國小 / 新北市中和國小 吳永標 吳承祐 台北市建安國小 徐士哲 新北市中和國小 吳芊慧 台北市建安國小

EC01 雷霆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小 黃雅青 徐紹祖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陳堂睿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趙欣昱 台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EC02 三龍奪珠 桃園市 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唐永光 卓昱嘉 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卓子竣 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俞諾 桃園市新街國小

EC03 大英雄天兵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詹雅卿 唐婕庭 敦化國小 林宸宇 民生國小 呂羽尉 民生國小

EC04 東偉祐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國小 張珺俞 陳毓東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周敬祐 台北市信義區區博愛國民小學 洪偉宸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

EC05 樂奇鋼鐵人 新北市 裕德國小 陳宣宏 吳帛諺 龍潭國小 王秉諺 裕德國小

EC06 C-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周韋翰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王芊逸 台北市南湖國小 楊承勳 台北市東湖國小

EC07 獵鷹隊 新北市
新北市安坑國小.台北市萬興國小.

景興國小
李金德 黃宥華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黃亦勤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鄭秉元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EC08 豬肉遊戲 新竹市 東園國小 吳智偉 劉益先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昱翔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士嚴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EC09 樂高巨人隊 台北市 光復國小, 仁愛國小, 金華國小 劉得福 李光中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謝全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 高聖哲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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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10 機器隊 五股國小.新埔國小.龍安國小 林志隆 錢為安 廖柏瑋 陳睿璿

EC11 大王魷魚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張嘉豪 孫堃展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林煜豪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ED01 它時代隊 台北市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劉得福 林翰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蔡宇翔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ED02 勇士 桃園市 青溪.大有國小 邱創傑 黃家棋 青溪國小 林俊宇 大有國小

ED03 B-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李元博 台北市麗湖國小 陳建昕 台北市麗湖國小 林郁翔 台北市麗湖國小

ED04 帥饅頭 林口 麗園國小 陳薏珊 莊宇陞 麗園國小 郭鎧宇 台北美國學校 王宸安 長庚國小

ED05 水平座 桃園市 大業.大業.青溪 邱創傑 林子荃 大業國小 吳建燁 大業國小 簡宇廷 青溪國小

ED06 機器戰將 頭湖國小.頭湖國小.中港國小 林志隆 巫鑫權 巫辰鑀 陳睿穎

ED07 CL2 Mission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張嘉玓 劉育成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張裕洸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李庭萱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ED08 閃電隊 新北市 新北市康橋國小.台北市誠正國中.實踐國小 林基揚 鄭力澤 新北市私立康橋小學 黃台茗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鮑彥睿 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學

ED09 帝王暴龍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曾小凡 洪丞寬 台北市民權國小 吳宏宇 台北市民權國小 黃柏穎 台北市民權國小

ED10 夢想1號 桃園市 永順國小 徐國峯 劉紳和 桃園市立成功國民小學 溫英志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林庭毅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EE01 長庚機器人第二小組 桃園市 桃園市長庚國小 尹莉文 洪彙中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羅羽桓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羅皓天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EE02 E-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彭康軒 台北市麗山國中 胡凱傑 台北市南湖國小 李竟亦 台北市南港國小

EE03 騎士隊 新北市 小天使文教機構 陳宏志 黃紹維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 傅昱齊 私立及人小學

EE04 長庚機器人第一小組 桃園市 桃園市長庚國小 陳育仁 許肇邦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陳芊蓁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許彥翎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EE05 神乎其技 升忠孝國中.升海山國中.實踐國小 林志隆 盧楷勛 陳文獻 鄭存祐

EE06 劍龍隊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葉思齊 林祐陞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何予寬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何宸瑋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EE07 羅伯特男孩 臺北 明德國小、竹圍國小 吳淵渟 吳羽宸 臺北市明德國小 李禹儫 新北市竹圍國小

EE08 創意機器人 新竹縣 創意機器人 李嘉凰 朱張逸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姜兆臨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林志騰 新竹縣立光明國民小學

EE09 良宇特攻隊 台北市 台北市私立奎山小學,台北市健康國小 黃兆芳 張學良 台北市私立奎山國小 龔耕宇 台北市健康國小 盧品成 華興小學

EE10 插隊 新竹縣 竹北市竹仁國小 陳祈銘 陳昱辰 竹北市竹仁國小 洪睿遠 竹北市博愛國小 于喆遠 新竹國立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

EF01 龍捲風隊 台北市 天母國小 , 薇閣國小 陳林鴻 傅程生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 陳高陸 台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EF02 新地平線號 新北市 頭湖國小 頭湖國小 麗園國小 鄭百能 林鉅軒 頭湖國民小學 鄭勤翰 頭湖國民小學 陳韋豪 麗園國民小學

EF03 鯊魚隊 桃園市 青溪.大有.青溪國小 邱創傑 呂偉銍 青溪國小 游富羽 大有國小 陳昱宏 青溪國小

EF04 超級任務 桃園市 桃園市信義國小 唐永光 張佑齊 桃園市信義國小 楊景皓 桃園市平興國小 蔡瑄倪 桃園市新勢國小

EF05 樂樂棒球隊 新北市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葉思齊 張祐誠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黃柏睿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小 黃鼎紘 新北市永和區私立及人國小

EF06 A-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黃靖硯 台北市麗山國中 蘇  昊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 林煒致 台北市麗湖國小

EF07 帥樂奇 林口 麗園國小 黃永洋 陳振宏 麗園國小 林松岳 麗園國小 陳柏諺 文華國小

EF08 樂奇牙宿神 新北市 光華國小 陳宣宏 盛茂崙 光華國小 黃奕倫 光華國小

EF09 波士頓鮑魚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 張嘉豪 鄭博允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莊凱捷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 陳柏瑋 新北市永和區私立及人國小

EF10 老師別罵我們 鷺江國小.昌平國小.實踐國小 林志隆 林亮澐 鄒亦宸 陳胤亘

EG01 一定贏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張嘉豪 呂澤霆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葉秉恩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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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桌

F桌



EG02 新竹市 豬肉蓋飯好吃 吳智偉 邱昱誠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林政遠 後庄國小 王政甯 山佳國小

EG03 F-robot 台北市 魏士楷 戴家峻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馬于朝 台北市五常國小 鄭宇辰 台北市南湖國小

EG04 非比尋常 升忠孝國中.後埔國小.實踐國小 林志隆 蔡承偉 趙謚友 李旭斌

EG05 A計劃 桃園市 桃園市義興國小 唐永光 劉宣暐 桃園市義興國小 楊善惟 桃園市平興國小 溫聲宇 桃園市平興國小

EG06 OCTOPUS 桃園市 大有.同德.同德國小 邱創傑 王佾云 大有國小 吳宇凡 同德國小 吳宇崙 同德國小

EG07 阿讚隊 新北市 台北市景興國小.國語實小.東門國小 林基揚 張頡信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李立儒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孫煥庭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EG08 響徹雲霄6 桃園市 桃園國小 張峰銘 莫凱傑 桃園國小 黃柏崴 桃園國小 何昊恩 桃園國小

EG09 熱血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王乃善 陳恩奇 台北市西松國小 高凱威 台北市民生國小 盧柏寰 台北市新生國小

EG10 Rainbow 新竹市 新竹市三民國小/ 新竹市載熙國小 林文民 林廷威 新竹市三民國小 陳柏升 新竹市載熙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