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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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奧丁神劍 弘光科技大學 段翰文 鍾奉原 弘光科技大學 陳華宏 弘光科技大學 楊智翔 弘光科技大學

台南市 禎。龍騎士~續 崑山科技大學 林俊宏 黃彥禎 崑山科技大學 林融駿 崑山科技大學 蘇柏安 崑山科技大學

新北市 Strike 淡江大學 姚振傑 林宜萱 淡江大學 李岳龍 淡江大學

新北市 Superexcellent 淡江大學 林倪敬 姚振傑 台灣科技大學 張譯云 淡江大學

新北市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淡江大學 姚振傑 潘俊豪 淡江大學 林晉毅 淡江大學

台中縣 我可能不會洗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邱俊智 唐承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蘇郁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花蓮 沒打滿分不交女友 東華大學 趙國權 李昕翰 東華大學 蔡明駿 東華大學 林伯毅 東華大學

台中市 志在得獎 弘光科技大學 楊國隆 蔡坤哲 弘光科技大學 廖維鈞 弘光科技大學 袁明頤 弘光科技大學

新竹市 NCTU Robotics 交通大學 宋開泰 Alex Tkachenko 交通大學 簡靖慈 交通大學

雲林縣 AVRCB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明宗 沈建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王若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陳柏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 AHH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明宗 許芸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黃怡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黃建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 JHL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明宗 簡正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許志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瑩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 留滯才難盡 艱危氣益增 虎尾科技大學 吳昭明 林思妤 虎尾科技大學 涂李睿 虎尾科技大學 蔡忠益 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 豪志翔琦 虎尾科技大學 吳昭明 劉志洵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黃正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許詠琦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高雄市 e之阿帥隊 高雄師範大學 蔡豊珍 徐志憲 義守大學 李依庭 高雄師範大學 周禹辰 高雄師範大學

台中市 Come on!!! 中興大學 陳昭亮 陳仕杰 中興大學 陸俊甫 中興大學 高慶昌 中興大學

新竹縣 巨石-WMH 明新科技大學 顏培仁 王前皓 明新科技大學 米先煒 明新科技大學 洪柏軒 明新科技大學

台南市 Elf's Protector God 南榮科技大學 顏汝容 顏國祥 南榮科技大學 沈傳家 南榮科技大學 黃頊棋 南榮科技大學

台北市 阿里山機器人協會 台大亞東聯隊 王中彥 陳偉程 國立台灣大學 盧星宇 亞東技術學院

台南市 STUST_T.G. 南臺科技大學 謝銘原 吳興羿 南臺科技大學 劉和錦 南臺科技大學 林紘宇 南臺科技大學

新竹縣 你怎麼帥成這樣 明新科技大學 顏培仁 陳冠廷 明新科技大學 張汪峻 明新科技大學 陳君亮 明新科技大學

高雄市 e之阿肥隊 高雄師範大學 蔡豊珍 鍾榮楷 正修科技大學 洪乙任 高雄師範大學 蘇宣瑋 高苑科技大學

新竹縣 大華科大 大華科技大學 何世偉 謝志偉 大華科技大學 劉煜凱 大華科技大學 高義鈞 大華科技大學

台中市 Screw it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黃凱煇 梁軒豪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張景程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桃園市 Double 中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 陳世綸 王有慈 中原大學 王有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宜蘭縣 阿姆斯特朗炫風噴射阿姆特朗斯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賴明志 郭俊宏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睿騏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 MUST_Mars 明新科技大學 顏培仁 劉勝杰 明新科技大學 顏冠庭 明新科技大學 何家輝 明新科技大學

高雄市 嘿 義守大學 陳志良 鄭安棋 義守大學 吳宗耀 義守大學 張宇呈 義守大學

台中市 這不是運氣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胡啟有 廖偉勝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郭盈辰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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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阿姆特朗斯旋風噴射阿姆斯特朗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練明威 林佑軒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東區 我偷吹電風扇 花蓮高工 郭德潤 羅凱鴻 國立花蓮高工 柴翔仁 國立花蓮高工 金敬逸 國立花蓮高工

東區 什麼 花蓮高工 郭德潤 黃韋愷 花蓮高工 李宗軒 花蓮高工 陳建亨 花蓮高工

台南市 Sky Dragon Osiris 南榮科技大學 吳煥文 林健評 南榮科技大學 陳佳財 南榮科技大學 柯映竹 南榮科技大學

台北市 大華科大2 大華科技大學 羅仕炫 李家銘 大華科技大學 羅惟軒 大華科技大學 何信陞 大華科技大學

台北市 小小兵BANANA 銘傳大學 羅嘉寧 吳云方 銘傳大學 鄭俊呈 銘傳大學 楊心蝶 銘傳大學

桃園縣 VNU 資工 萬能科大 李勝楠 李訓安 萬能科大 張家銘 萬能科大 劉興政 萬能科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