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縣市 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升忠孝國中.升海山國中.實踐國小 神乎其技 林志隆 盧楷勛 陳文獻 鄭存祐

v 2 台北市 大龍國小 龍騎士 鄭秋美 藍子霖 藍聿萱 江慶栩

v 3 桃園市 大有.同德.同德國小 OCTOPUS 邱創傑 王佾云 吳宇凡 吳宇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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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小學 樂樂隊 葉思齊 張嘉翔 范閎凱 張祐祥

佳作 台北市 B-robot 魏士楷 李元博 陳建昕 林郁翔

佳作 台北市 A-robot 魏士楷 黃靖硯 蘇  昊 林煒致

佳作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侏儸紀 曾小凡 李名冠 維平

佳作 桃園市 青溪.大有國小 勇士 邱創傑 黃家棋 林俊宇

佳作 林口 麗園國小 帥饅頭 陳薏珊 莊宇陞 郭鎧宇 王宸安

佳作 台北市 C-robot 魏士楷 周韋翰 王芊逸 楊承勳

佳作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樂奇復仇者 陳宣宏 游閎翔 紀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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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桃園市 青溪.大有.青溪國小 鯊魚隊 邱創傑 呂偉銍 游富羽 陳昱宏

佳作 桃園市 大業.大業.青溪 水平座 邱創傑 林子荃 吳建燁 簡宇廷

佳作 桃園市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4 張峰銘 陳薇婷 吳承翰 王樂宇

佳作 桃園市 桃園市長庚國小 長庚機器人第二小組 尹莉文 洪彙中 羅羽桓 羅皓天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對不隊 葉思齊 陳致嘉 蔡其翰 徐暐博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CL2 Mission 張嘉玓 劉育成 張裕洸 李庭萱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 波士頓鮑魚 張嘉豪 鄭博允 莊凱捷 陳柏瑋

佳作 五股國小.新埔國小.龍安國小 機器隊 林志隆 錢為安 廖柏瑋 陳睿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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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北市 F-robot 魏士楷 戴家峻 馬于朝 鄭宇辰

佳作 新北市 裕德國小 樂奇鋼鐵人 陳宣宏 吳帛諺 王秉諺

佳作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樂奇向前衝 陳宣宏 張維駒 洪琮昇 吳崇聖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一定贏 張嘉豪 呂澤霆 葉秉恩

佳作 新竹縣 創意機器人 創意機器人 李嘉凰 朱張逸 姜兆臨 林志騰

佳作 台北市 360兒童學苑 熱血 王乃善 陳恩奇 高凱威 盧柏寰

佳作 新北市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樂樂棒球隊 葉思齊 張祐誠 黃柏睿 黃鼎紘

佳作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樂奇牙宿神 陳宣宏 盛茂崙 黃奕倫

佳作 桃園市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3 蔡文玉 傅家均 陳志瑄 游聿堂

佳作 桃園市 桃園市長庚國小 長庚機器人第一小組 陳育仁 許肇邦 陳芊蓁 許彥翎

佳作 台北市 E-robot 魏士楷 彭康軒 胡凱傑 李竟亦

佳作 桃園市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5 蔡文玉 韓云開 丁翊恩

佳作 林口 麗園國小 帥樂奇 黃永洋 陳振宏 林松岳 陳柏諺

佳作 新竹市 東園國小 豬肉遊戲 吳智偉 劉益先 黃昱翔 黃士嚴

晉級 名次 縣市 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台北市 L-robot 洪暉勝 何秉育 林沛穎 陳俊堯

v 2 新北市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單細胞生物 葉思齊 陳昊瀚 余品劭 汪劭勳

v 3 台北市 台北美國學校 The Matterhorn Geocacher Tracy Ho 瞿信禕 周仕桓

v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小樂隊 葉思齊 張凱喆 王慎禧 李承錦

v 佳作 台北市 G-robot 洪暉勝 彭智賢 朱子雲 謝東霖

佳作 台北市 M-robot 洪暉勝 李騰澐 張博皓 李柏毅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台灣獮猴 林奕光 鄭立杰 黃靖軒 白承弘

佳作 台北市 弘道國中 Happy pegasus 李建國 黃琬淇 黃健維 簡宏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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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史都比裸巴 葉思齊 陳冠豪 張家銘

佳作 新北市 台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熱水三巨頭 葉思齊 張睿驊 戴嘉慶 戴祺原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快樂猴 林奕光 陳俊銘 邱謙 劉朝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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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北市 J-robot 洪暉勝 林煒宸 蔡瑞哲 賴威廷

佳作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羽落的惡魔 葉思齊 詹朝鈞 林祐生 陳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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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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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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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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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酸央猴 伍宏麟 陳堉騰 蔡承育 劉品妏

佳作 台北市 薇閣中學 Dr.Jay 林達湖 林顗頡 林于洸

佳作 新竹市 新竹市光武國中 LDC 蔡明烘 林劉雍 杜東昇

佳作 台北市 I-robot 洪暉勝 陳宥文 吳韋寬 陳櫪瑋

佳作 台北市 石牌國中、天母國中、明德國中 Pizza Hot 鍾孝民 王麒翔 鍾昀 谷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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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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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竹 曙光國中 我要晉級 陳龍雄 李柏翰 曾永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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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北市 天母國中 ProKids 黃嘉怡 呂冠翰 謝昊承 尤俊驊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猴~ 伍宏麟 吳立安 賴映齊 陳彥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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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竹市 新竹市培英國中 GPQ 蔡明烘 朱儀庭 朱庭萱 陳信越

佳作 福和國中.鷺江國中.仁愛國中 石破 林志隆 翁健展 莊宇聖 陳昱宏

佳作 台北市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驅邪必勝隊 劉得福 盛懷 許彤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霹靂猴 伍宏麟 郭宸瑋 蔣明哲 趙文成

佳作 基隆市 基隆市武崙國中 H2O2 林柏宗 楊書維 楊景惟

佳作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猩猩猴王 伍宏麟 卓躍 楊士賢 柯致捷

佳作 台北市 H-robot 洪暉勝 林柏慶 劉牧翰 陳泓儒

佳作 台北市 N-robot 洪暉勝 王凱樂 邱耀賢 邱鉦淳

簽名 名次 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新北市 東海高中 西洋劇團YJD 許國財 陳思佑 陳俊龍 林暐傑

v 2 台北市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哈雷戰士 劉邦仁 劉建亨 游智杰 劉高甸

3 新北市 恆毅中學 高中猴 伍宏麟 宋汶翰 陳威廷 簡信傑

佳作 新北市 東海高中 直接晉級 許國財 丁偉哲 曹展崧 林佳宏

佳作 成功高中.板橋高中.內湖高工 one-Armed Warriors 林志隆 張家彬 林杰翰 翁以檠

佳作 台北市 Q-robot 洪暉勝 邱廷翔 馮竣麟 王霖慶

佳作 新北市 東海高中 政府可以補助多一點嗎? 許國財 陳廷偉 龔自在 蔡宗憲

佳作 新北市 東海高中 我家就是你家 許國財 陳俊佑 曾詩淵 陳勳賢

佳作 新北市 東海高中 啪哩啪哩FaSoLa 許國財 蘇柏銓 李承祐 薛宇傑

佳作 台北市 P-robot 洪暉勝 游旻瑄 洪珮菱 林可崴

佳作 新北市 東海高中 東洋劇團FET 許國財 李兆翊 魏榮騰 劉哲瑋

晉級 名次 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新北市 新北市濱江國中 Labyrinthos 莊文吉 莊以謙 王麒睿 陳宥任

2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Daybreak 單益章 楊智惟 賴冠霖 張正杰

3 新北市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Sicarius 莊文吉 林均澤 闕狀彣

高中組競賽(22)

足球賽(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