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台北市 SuperROV 興雅國中 黃富鴻 黃柏睿 興雅國中 詹其融 興雅國中 何駿彥 興雅國中

台北市 WaterBot 敦化國中 鄭陳煬 鄧書賢 敦化國中 林意婕 敦化國中 陳致杰 敦化國中

高雄市 英明光華聯合隊 英明國中 吳文斌 涂光毅 英明國中 孫繼禕 光華國中 洪毅豪 光華國中

桃園市 荒野拓荒者 治平高中/武漢國中 羅堅秩 陳傳恩 治平高中 劉語欣 武漢國中

花蓮 Galoop 花崗國中 趙國權 邱廉貞 花崗國中 黃昱銓 花崗國中 林芝祐 海星國中

新竹市 很強就對 實驗中學 黃郁文 郭宥成 虎林國中 劉承亞 培英國中 陳冠辰 實驗中學

新竹市 TOD 新竹荷蘭國際學校/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潘銘儒 蔣承霖 亞太美國學校 吳杭鴒 新竹荷蘭國際學校 劉騏鋒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新竹市 W.W 新竹市實驗國中/新竹縣六家國中 潘銘儒 王楷睿 新竹市實驗國中 王昱杰 新竹縣六家國中

新北市 baby steps to giant stride 康橋雙語中學.實踐國中.景美國中 李金德 楊棨文 私立康橋雙語中學 簡尉任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 莊曜宇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台中市 雪寶探險隊 明道中學 顏榮儀 蔡政宇 明道中學 陳宥屾 明道中學

桃園市 月球能源發現者 治平高中附設國中部/龍潭國中 羅堅秩 張聚言 龍潭國中 陳俊丞 治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新北市 無懼 北政國中.中正國中.景美國中 林基揚 林祐安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林哲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張東暐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台中市 D.S.K. 明道中學\居仁國中 顏榮儀 洪偉倫 居仁國中 陳翰霆 明道中學 鄭楷庭 明道中學

新竹市 Ice King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磐石高中附設國中部 莊聖文 黃奕方 新竹市磐石高中附設國中部 黃亭榛 新竹市光華國中

臺南市 Love Taiwan 臺南市佳里國中 林宗祺 萬昌鑫 臺南市佳里國中 吳東育 臺南市佳里國中 劉凱文 臺南市港明中學

新北市 跟熊打架 時雨中學.再興中學.景興國中 林基揚 張允豪 私立時雨中學國中部 陳韋丞 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 趙華杉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新北市 琴仙Project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陳宏儒 柯智懷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莊惟智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洪仁益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新竹市 C.S.C 新竹市光武國中/新竹市曙光國中 莊聖文 陳尚琦 新竹市光武國中 卓士豪 新竹市光武國中 沈哲緯 新竹市曙光國中

台中市 ok特攻隊 居仁國中 顏榮儀 黃以囷 居仁國中 黃以睿 居仁國中 黃以愷 居仁國中

台中市 啾咪隊 光明國中\麗喆中學 顏榮儀 賴姿妤 光明國中 李煥昌 麗喆中學

台北市 Last Longer 私立再興中學 王有維 蘇丰沂 私立再興中學 唐維澤 私立再興中學 陳昶全 私立再興中學

新北市 創意探險猴 恆毅中學 張力仁 林怡辰 恆毅中學 廖啟瑋 恆毅中學 廖啟瑞 恆毅中學

新北市 咩咩猴 恆毅中學 賴勇先 王昱心 恆毅中學 李芷寧 恆毅中學 吳映剛 恆毅中學

新北市 冠軍猴 恆毅中學 張力仁 施柏瑋 恆毅中學 陳建穎 恆毅中學 簡廷恩 恆毅中學

新北市 恆毅猴 恆毅中學 賴勇先 林侑頡 恆毅中學 陳瑋勛 恆毅中學 許展豪 恆毅中學

新北市 No Game No Life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林郡君 丁柏丞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蔡雨彤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陳映汝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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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探索者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林郡君 李 陽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劉 燈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陳宣霖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桃園 竹苞園隊 內壢國中 劉世堰 王硯翔 內壢國中 陳冠勳 內壢國中

桃園 無限幻影 經國國中 曾忻萍 孫茂庭 桃園市立經國國中 簡祐中 桃園市立經國國中

高雄市 鳳甲道明英明隊 鳳甲國中 吳文斌 房宥均 鳳甲國中 賴宥丞 道明中學 蕭茂森 英明國中

台中市 好棒棒對不隊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李曉萍 林渟桂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楊捷雯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陳虹凱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台南市 Sun Tornado 佳里國中 林宗祺 吳佩穎 台南市佳里國中 戴昱豪 台南市佳里國中 曾紹恩 台南市佳里國中

苗栗縣 FantasyWorld 君毅中學 林玉潔 黃敬文 君毅中學 黃亮逸 君毅中學 鄭友僑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苗栗縣 哈哈傻瓜蛋 苗栗縣立三灣國中 江昱德 許伃萱 苗栗縣立三灣國中 張瑋庭 苗栗縣立三灣國中 饒治翎 苗栗縣立三灣國中

南投縣 北梅超級特攻隊 北梅國中 劉芃承 葉心惠 北梅國中 曾鈺芳 北梅國中 曾佳瑜 北梅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