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新北市 樂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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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2 高雄市 e之堡和平隊 柯炯廷 李碩安 五福國中 孫奇霆 鳳西國小 許睿杰 道明國中 晉級國際賽

3 高雄市 e之堡大昌隊 柯炯廷 翁證翔 福山國中 李睿寓 三民國中 黃紹承 內惟國小 晉級國際賽

佳作 苗栗縣 新南智多星 楊高智 詹賀元 新南國小 譚宇佑 新南國小 廖晨勛 新南國小 晉級國際賽

佳作 苗栗縣 全家力挺 楊高智 葉家蓉 新南國小 陳奕廷 新南國小 楊力全 新南國小

佳作 新北市 樂奇復仇者 陳宣宏 游閎翔 光華國小 紀景隆 丹鳳國中

佳作 台中市 塗城之星 廖惠珍 張程鈞 台中市衛道中學 陳奕廷 台中市爽文國中 邱柏叡 台中市爽文國中

佳作 基隆市 琪謙軒 林啟立 余子琪 建德國小 金文謙 七堵國小 許尚軒 長樂國小

佳作 彰化縣 奧林匹克機器人 黃山峯 謝喆晉 崙雅國小 劉易鑫 崙雅國小 蕭炘楷 社頭國中

佳作 桃園市 響徹雲霄2 張峰銘 陳諺廷 恆毅中學 劉秉恩 桃園國小 林立宇 桃園國小

佳作 台北市 C-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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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高雄市 e之堡大順隊 柯炯廷 謝東宏 陽明國小 柯嘉昇 東光國小 蔡定穎 四維國小

佳作 桃園市 響徹雲霄1 蔡文玉 陳敏錡 建國國中 陳敏瑜 桃園國小 陳昱凱 桃園國小

佳作 台東縣 小太陽 黃君懷 黃俊瑋 東海國小 林華泰 知本國小

佳作 台南市 錙珠必較 江慧玲 羅皓安 進學國小 賴于弘 南大附小 林榆容 文元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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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北市 劍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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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高雄市 e之堡裕誠隊 柯炯廷 吳子儀 東光國小 何宗旂 五林國小

佳作 高雄市 e之堡建工隊 柯炯廷 張茵茵 光華國中 賴育松 新上國小 鄭筠祈 高雄師大附小

佳作 台南市 樂高大師三人組 林政學 柯元翔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 吳宇哲 新北市北新國小 許商唯 台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佳作 台南市 Sunny boys 陳凱民 鍾佳晉 臺南市佳里國中 黃安佑 臺南市私立昭明國中 曾紹剛 臺南市信義國小

佳作 新北市 神乎其技 林志隆 盧楷勛 忠孝國中 陳文獻 海山國中 鄭存祐 實踐國小

佳作 台中市 風暴野狼隊 黃孟慧 洪凱威 東大附中 小學部 荊柏翰 東大附中 小學部 陳宥蓁 東大附中 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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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台北市 The Matterhorn Geocacher Tracy Ho 瞿信禕 台北美國學校 周仕桓 台北美國學校 晉級國際賽

2 台南市 會噴火的草泥馬酷炫的噴著火 孫蜂揮 郭鴻霆 台南市建興國中 黃丞緯 台南市建興國中 鄭凱中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中學雙語部 晉級國際賽

3 新北市 小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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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佳作 台南市 袰曏短短 陳相琳 黃子恩 台南市立金城國中 林哲誼 台南市建興國中 郭晉宇 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晉級國際賽

佳作 台中市 我愛地殼 黃凱煇 許書維 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凱勛 明道中學國中部 齊又勗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佳作 台中市 Always on point 黃凱煇 林柏鑫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國中部
陳品斈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國中部
陳畊甫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台南市 覓覓客 孫蜂揮 黃治翰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黃治齊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林芊妤 台南市民德國中

佳作 台中市 我愛大影睛 黃凱煇 梁祐豪 臺中市立龍井國中 紀伯謙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陳鼎勛 彰化市立忠孝國小

佳作 苗栗縣 熊貓一號 林清泉 林育廷 君毅中學 林政宇 君毅中學 彭文哲 君毅中學

佳作 桃園市 Safari 劉世堰 葉騏嘉 內壢國中 陳威愷 內壢國中 傅翊樸 內壢國中

佳作 台中市 特斯拉-風行者 林詩頎 陳彥佑 台中市立大甲國中 林昕影 台中市立大甲國中 朱哲毅 台中市立大甲國中

佳作 台中市 鵬翔茜奪寶聯盟 廖惠珍 林容鵬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廖麒翔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蘇溫茜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佳作 台北市 yellowbots 洪暉勝 王  彥 明湖國中 王  元 明湖國中 譚力誠 明湖國中

佳作 台北市 L-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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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北新NO.5 游世南 巫唐印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賴建廷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佳作 台北市 G-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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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Crazy Robot 陳志良 楊佳鑫 光德國中 楊育銘 鹿港國中 施詠皓 衛道國中

佳作 台中市 Call me No.1 林雯玲 廖健安 台中市衛道中學 方璿瑞 台中市葳格中學

佳作 桃園市 大有D隊 陳志偉 賴品境 桃園市立大有國中 簡睿麒 桃園市立大有國中 陳韋翰 桃園市立大有國中

佳作 台北市 J-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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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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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彰化縣 無敵風火輪 黃山峯 陳冠豪 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 陳冠維 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

佳作 新北市 長尾弧猴 伍宏麟 吳立安 恆毅中學 賴映齊 恆毅中學 陳彥禎 恆毅中學

佳作 台北市 飛利浦吸塵器 李建國 郭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國民中學部
劉懿賢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國民中學部
王詩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國民中學部

佳作 台南市 電燈炮 孫蜂揮 李鑑軒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許奕賢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邱耀陞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台中市 I will be back 蔡銘育 劉昱呈 台中市大明高中 邱浚源 台中市大明高中 陳健文 台中市大明高中 晉級國際賽

2 新竹縣 飛行者 林文民 林郁傑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黃益泓 新竹市私立磐石中學 陳奕辰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晉級國際賽

3 雲林縣 雲林正心1隊 粘振國 吳御熊 雲林縣正心中學 鄭安軒 雲林縣正心中學 魏佑霖 雲林縣正心中學 晉級國際賽

佳作 台南市 東山再起 趙景松 郭威廷 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李翰霖 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陳孟宇 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晉級國際賽

佳作 台中市 中工最速傳說 賴韋安 陳芑任 國立臺中高工 李俊廷 國立臺中高工 賴昱丞 國立臺中高工

佳作 嘉義市 嘉義復仇者 李威璋 朱雁丞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翁健愷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許烜榕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佳作 台中市
未來神修正之莫笑英雄愁歲月

，胸懷壯志萬千山
賴怡旬 吳添聚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 鄭智鴻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 蔡秉修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

佳作 新北市 高中猴 伍宏麟 宋汶翰 恆毅中學 陳威廷 恆毅中學 簡信傑 恆毅中學

佳作 南投縣 說什麼都對 歐文性 徐格鈴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石御宏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林秋香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佳作 彰化縣 鹿高AI啟航囉 楊錦明 劉晶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尤廷嘉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佳作 台北市 P-robot 洪暉勝 游旻瑄 台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洪珮菱 台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林可崴 台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佳作 高雄市 小狗隊 吳敏容 彭得境 前鎮高中 蘇又 前鎮高中 籃士傑 大仁科技大學

佳作 台北市 one-Armed Warriors 林志隆 張家彬 成功高中 林杰翰 板橋高中 翁以檠 中華科大

佳作 台北市 Q-robot 洪暉勝 邱廷翔 台北市私立薇閣
雙語高級中學 馮竣麟 台北市立南湖
高級中學 王霖慶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

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佳作 新北市 西洋劇團YJD 許國財 陳思佑 東海高中 陳俊龍 東海高中 林暐傑 東海高中

佳作 基隆市 第一艦隊 鄭竣玄 黃品傑 國立基隆高中 周昕平 國立基隆高中 林宇軒 國立基隆高中

佳作 新竹縣 天外奇蹟 林文民 楊皓寧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梁智傑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張祐嘉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佳作 台南市 Happy XD 楊宜庭 姜呈侑 興國高中 胡秀芸 港明高中 彭敍溶 興國高中

佳作 台中市
未來施智緯之好想你啊

今天再來我家住一晚吧
賴怡旬 劉家緯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施愷軒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何智芫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桃園市 冰原歷險 羅堅秩 唐予安 石門國小 沈尚緯 中正國小 蕢懷恩 石門國中 晉級國際賽

2 台北市 它時代 蔡祈岩 蔡宇翔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附設雙語小學部
林翰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附設雙語小學部
賴奕綸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附設雙語小學部

3 新竹市 C.I.M 潘銘儒 黃懷禛 曙光國小 蔡昊恩 民富國小 洪丞亮 西門國小

佳作 桃園市 蟑螂探險隊 羅堅秩 羅心樂 石門國小 陳美叡 龍星國小

佳作 花蓮縣 我不是土撥鼠 莊琇燕 劉柏均 華大附小 王子承 慈濟國小 姚其旻 華大附小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台南市 Sun Tor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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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2 新北市 baby steps to giant st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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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3 新竹市 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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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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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桃園市 竹苞園隊 劉世堰 王硯翔 內壢國中 陳冠勳 內壢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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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北市 Last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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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臺南市 Lov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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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啾咪隊 顏榮儀 賴姿妤 光明國中 李煥昌 麗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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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北市 跟熊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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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北市 No Game N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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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好棒棒對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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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苗栗縣 Fantasy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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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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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竹市 Ice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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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國中組

競賽高中職組

創意國小組



佳作 桃園市 無限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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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林曄 桃園市立經國國中

佳作 台中市 雪寶探險隊 顏榮儀 蔡政宇 明道中學 陳宥屾 明道中學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彰化縣 哆啦機器人 李建嶠 賴亭諭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張曉晴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巫艾伶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晉級國際賽

2 臺中市 Crazy mode 黃凱煇 李曜旻 臺中市立葳格高級中學 陳力祥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吳泇憲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晉級國際賽

3 高雄市 高職生 游紡孟 邱柏凱 高雄高工 馬學甫 中正高工 葉家宇 中山工商

佳作 桃園市 好奇隊 羅堅秩 段崇浩 大溪高中 王大瑋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書宇 中壢高中

佳作 台南市 天生我宅必有用 林政學 蔡宇淮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王欽玄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楊智丞 台南高工

佳作 新竹縣 The Unbeatables 黃郁文 賴冠宇 忠信高中 蔡昀恩 磐石高中 賴仲詢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佳作 南投縣 EHD 蔡宜坦 徐源成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劉諭均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蕭英裕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佳作 台中市 我們隊長是馬來貓 邱科文 簡任祥 台中市立人高中 黃勤傑 台中市立人高中 曾美瑄 台中市立人高中

佳作 台中市 昶嶧隊 邱科文 陳威佑 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林惟灝 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蕭惠予 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佳作 台中市 G1 顏榮儀 林庭宇 台中高工 林祐正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李泓寬 馬禮遜美國學校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新北市 Labyrinthos 莊文吉 莊以謙 台北市立內湖高中 王麒睿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陳宥任 台北市方濟中學 晉級國際賽

2 台中市 F5崇心整理 黃忠志 莊勝傑 臺中高工 林承謙 興大附中 蔡詳羿 明道高中 晉級國際賽

3 台中市 騎山豬撞大象 胡啟有 李宗祐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謝光傑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晉級國際賽

佳作 苗栗縣 eVolve 鄭錦宗 張誠泰 苗栗縣立維真國中 蔣宗安 苗栗縣立維真國中 李韋杰 苗栗縣立維真國中 晉級國際賽

佳作 高雄市 范范之隊 陳文璟 鄭聖重 高苑工商職校 謝曜鴻 高苑工商職校 李建宏 高苑工商職校 晉級國際賽

佳作 桃園市 香蕉天兵 黃雅晨 李翊愷 桃園區桃園國民中學 黃信融 桃園區成功國小 邱繼星 桃園區成功國小

佳作 苗栗縣 彭帥 鄭錦宗 彭郁齊 苗栗縣立維真國中 宋楚浚 苗栗縣立維真國中

佳作 台北市 Sicarius 莊文吉 林均澤 台北市立南港高工 闕壯彣 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佳作 台中市 寶寶熊 王力平 楊竣翔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劉洛湄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張育慈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佳作 台中市 舉世無雙 胡啟有 林稔耘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林弘軒 國立台中高工 林芷吟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佳作 高雄市 雙排檔 王博彥 郭偉銘 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王祥瑞 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佳作 台中市 崇心啟動 黃忠志 溫梓傑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黃靖涵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賴俊霖 僑泰高中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學校 隊員2 隊員學校 隊員3 隊員學校 晉級
1 新竹市 NCTU Robotics 宋開泰 Alex Tkachenko 交通大學 簡靖慈 交通大學 晉級國際賽

2 雲林縣 AVR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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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國際賽

3 雲林縣 A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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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雲林縣 J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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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高雄市 e之阿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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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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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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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雲林縣 豪志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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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竹縣 巨石-W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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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南市 禎。龍騎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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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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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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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南市 Elf's Protecto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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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南市 Sky Dragon Os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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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Scre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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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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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中市 這不是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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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新北市 Strike 姚振傑 林宜萱 淡江大學 李岳龍 淡江大學

足球賽

大專組

創意高中職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