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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中文隊名 英文隊名 指導老師 教練 

A01 大慶商工 纏 B控韓己 Han had control wrapped B 蘇保宇 邱丞薏 

A02 嘉義市北興國中 北興 B-廢物得勝者 garbage  winner 沈奕成 王靜儀 

A03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曉草苑 RAY RAY dot mouse uncle 王裕德   

A04 台中市爽文國中 爽文之星 Shining  Star 廖惠珍 王心利 

A05 豐東國中 烏龜烏龜翹 Turtle Turtle Raise 王力平 廖淑卿 

A06 彰化縣立伸港國中 進擊的伸中 champion of skjh 梁世憲   

A07 彰化女中 彰女 e 電研 CHGSH's COMPUTER 李建嶠   

A08 佳里國中 超級消龍 Super Crazy Dragon 林宗祺   

A09 崇倫國中 崇食信心 saint food 曾曉芬 商永齡 

A10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回收到永遠 Recycle Forever 夏梅娟 李曉萍 

A11 國立台中高工 穿皮鞋上台科 Wear leather shoes to college 林瑞專   

A12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黑箱作業 Black-box operation 孫蜂揮 劉兆麟 

A13 恆毅中學 羊眉吐氣 Heng Yee Sheep5 伍宏麟 張力仁 

A14 彰化市聯興國小 環境保衛隊 LSPS 林彥志 曾士銓 

A15 日南國中 爆漿的泡芙 Exploding puffs 黃淑勤   

      

A17 恆毅中學 我們贏了對不對~咩~ Heng Yee Sheep2 賴勇先 林奕光 

A18 大慶商工 纏中控韓己 Chan Jhongkonghanji 蘇保宇 邱丞薏 

A19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同心圓 concentric   circles 王裕德   

A20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滾動前進 This Is How We Play 林郡君 蔡嘉聰 

A21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佛哥與小飛 Phoffy 王裕德   

A22 恆毅中學 神采飛羊 Heng Yee Sheep7 伍宏麟 林奕光 

A23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烤焦的培根 Burnt Bacon 黃淑勤   

A24 恆毅中學 羊羊得意 Heng Yee Sheep4 賴勇先 林奕光 

A25 溪南國中 環保鋼鐵人 green iron man 胡啟有 陳柏宇 

A26 中平國中 開垃圾車撞怪獸 Monsters 李曉萍 夏梅娟 

A27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咦~~ yeeeee 王裕德   

A28 恆毅中學 快樂羊 Heng Yee Sheep8 伍宏麟 林奕光 

A29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α Alpha 王裕德   

A30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鹿高還我咭咭三比零 LKSHGiveMeGG3be0 曾建城 楊錦明 

A31 彰興國中 三好隊 Three Acts of Goodness 陳俊仁 陳聯傑 

A32 豐東國中 不告訴你 DO  NOT   TELL  YOU 王力平 何美幸 

A33 日南國中 發霉的蛋糕 Moldy cake 黃淑勤   

A34 彰化市中山國小 加減乘除 addition,subtraction,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陳瑩柔 潘玟君 

A35 恆毅中學 喜羊羊 Heng Yee Sheep6 張力仁 賴勇先 

A36 嘉義市北興國中 北興 A-王者降臨 The King of the world 沈奕成 王靜儀 

A37 彰興國中 驚奇六超人 Magic 6 林懿君 曾心怡 

A38 恆毅中學 秋哥伯隆羊炒飯 Heng Yee Sheep9 賴勇先 林奕光 

A39 北興國中 興際大戰之強襲坦克 Start Wars Big Tank 沈奕成   

A40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魔幻力量 Magic Power 陳偉峰 潘國正 

A41 恆毅中學 百步穿羊 Heng Yee Sheep3 張力仁 賴勇先 

A42 溪南國中 環保綠巨人 Green Hulk 胡啟有 宋淑娟 

A43 嘉義市北興國中 彈珠機器人 Pinball Robot Team 沈奕成   

A44 崇倫國中 崇舊佈新 Renew 黃忠志 陳美岑 

A45 恆毅中學 芋頭羔羊 Heng Yee Sheep1 伍宏麟 張力仁 

A46 北新國中 YEE Yes wE recyclE 游世南 陳茂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