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北市 Robothome11 魏士楷 王治凱 楊承翰 許睿哲

晉級 2 台北市 Robothome13 魏士楷 賴冠澐 蔡昀呈 蔡習創

晉級 3 新北市 台灣大香腸 葉思齊 黃鼎紘 蔡其翰 陳柏瑋

晉級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8 魏士楷 李元博 陳建昕 盧星伶

晉級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9 魏士楷 王芊逸 游雅晴 林秉昱

佳作 桃園市 鋼彈超人 邱創傑 吳紘瑋 簡宇廷 蔡明哲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10 魏士楷 賴威宏 王柏文 龔亮宇

佳作 新北市 八點五十七分 林志隆 潘昭明 潘昭廷 李曜安

佳作 新北市 聰明小屁孩 魏煥昇 鄭人傑 鄭宇程

佳作 桃園市 響徹雲霄1 蔡文玉 王樂宇 何昊恩 陳則迦

佳作 桃園市 少年特攻隊 邱創傑 林俊宇 陳秉澤 簡睿均

佳作 台北市 OK 陳彥霖 張亦均 陳怡臻 陳昱菁

佳作 桃園市 閃電隊 邱創傑 林子荃 賴子誠 吳建燁

佳作 桃園市 鋼鐵人 邱創傑 楊宇軒 吳宇凡

佳作 新北市 樂奇吃貨-D隊 陳宣宏 黃奕倫 蔡嘉恩 魏承洋

佳作 桃園縣桃園區 夢想機器人 黃奕傑 鄭翰 張子研 孫紫茵

佳作 新北市 嘻嘻 林志隆 林亮澐 梁景豪 陳慈珊

佳作 桃園市 最強者聯盟隊 邱創傑 林冠安 蔡育維 蔡育齊

佳作 新北市板橋區 哇哈~哇哈哈~哇哈哈哈~ 潘俊豪 李帛諺 蘇柏睿 張沛諄

佳作 新北市 BEK勝利組 張嘉玓 蘇柏愷 蕭安森 林佑澄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14 魏士楷 劉貴恩 歐陽家宏 馮翊軒

佳作 桃園市 響徹雲霄4 蔡文玉 林立宇 陳昱凱 黃柏崴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12 魏士楷 趙浩幃 范至翔 鄭宇辰

佳作 新北市 寶寶不說 葉思齊 林祐陞 賴奕綸 藍聿萱

佳作 基隆市 cool strain 林柏宗 楊沛軒 何冠慶

佳作 新北市 yee 張嘉玓 張裕洸 林品齊 簡振宇

佳作 台北市 是誰 陳彥霖 周韋翰 許詠傑 江昀融

佳作 新北市 快樂嘻嘻哈哈 林志隆 黃柏翔 孫凱訢 方景玄

佳作 桃園市新北市 樂奇B隊 陳薏珊 陳柏諺 劉彥均 吳威霆

佳作 桃園市 成功之星1 許財得 柳冠宇 簡嘉宏 楊子慶

佳作 桃園市 樂奇D隊 陳信宏 王宸安 蕭宇呈 蕭可芸

佳作 桃園市 超人隊 邱創傑 陳仲勛 陳冠宇

佳作 桃園市 響徹雲霄5 張峰銘 陳志瑄 游聿堂 莫凱傑

佳作 新北市 天幕皇帝 葉思齊 李昀泰 張祐誠 丁品文

佳作 新北市 樂奇吃貨-A隊 陳宣宏 游閎翔 王婯穎 張維駒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北市 隊伍名稱* : 邱勤芳 王麒翔 王麒斌 鍾昀

晉級 2 台北市 你不要這樣誇我啦~~ 陳彥霖 張善鈞 何秉叡 陳揚青

晉級 3 新北市 W.T.C. 伍宏麟 陳俊銘 劉朝崴 白承弘

晉級 佳作 新竹市 拓荒者 林文民 陳建唯 張峻瑋 蘇一翔

佳作 新北市 On 4 tion 林志隆 翁士軒 吳承翰 李東諺

佳作 新北市 John cena 鄭雅玲 盧楷勛 林巧茹 蔡承偉

佳作 新北市 Aevenger 林志隆 華弈昕 周沛德 巫鑫權

佳作 新北市 我愛恆毅1 伍宏麟 賴韋呈 郭駿廷 葉庭瑜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5 魏士楷 何秉育 林沛穎 洪曼庭

佳作 新北市 台灣NO.1 葉思齊 張睿驊 汪劭勳 戴嘉慶

佳作 新北市 眼睛業障重 林志隆 郭昱 劉懿賢 王詩婷

佳作 基隆市 我最討厭想隊名了 鍾竣丞 楊景惟 許尚軒 楊書維

佳作 新北市 小樂 葉思齊 范閎凱 何宸瑋 張凱喆

佳作 台北市 九方雲集 陳彥霖 陳韋翰 黃彥鈞 謝篤毅

佳作 台北市 105 Degrees 蘇姿文 Ethan Wu Anthony An-Shih Wang Henry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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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竹市 一次就成功 陳龍雄 李柏翰 蕭喬尹 陳昱辰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4 魏士楷 王彥 王元 余泓熠

佳作 台北市 不是我 陳彥霖 謝承廷 林芷妤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3 魏士楷 吳昌宗 陳彥勳 薛博升

佳作 新北市 猴子愛嘴砲 林奕光 洪柏華 黃鵬睿 林承翰

佳作 新竹市 賽斯亞特 蔡明烘 杜東昇 楊博宇 朱儀庭

佳作 新北市 大樂 葉思齊 張嘉翔 張祐祥 林祐生

佳作 新北市 Disney 林志隆 何以謙 陳敏錡 陳薇婷

佳作 桃園市 環保聯盟 唐永光 謝祥辰 吳紹祺 林俊佑

佳作 新北市 光明三劍客 葉思齊 張庭碩 徐暐博 藍子霖

佳作 台北市 從缺 陳彥霖 黃健維 魏翊翔 陳昱宏

佳作 新竹市 飛翔藍鯨 王志明 王謙牧 廖語釩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北市 哈雷戰士 劉邦仁 鄭又瑞 游智杰 劉建亨

晉級 2 新北市 竜が我が敵を喰らう 許國財 陳廷偉 陳勳賢 曹展崧

3 新北市 婚逃賣卵蛋 許國財 龔自在 丁偉哲 楊清彬

佳作 台北 火箭隊 楊千儀 周書佑 王希聖 陳飛澐

佳作 新北市 埃及木乃伊 許國財 許家豪 鄭宇翔 吳宗翰

佳作 台北市 我在快樂好快樂 蕭仰均 李騰澐 周柏睿 張治尹

佳作 新北市 山大王要掠奪 許國財 王韜智 王淮安 方譽翔

佳作 新北市 單細胞生物 葉思齊 李旻育 李紫瑛 陳昊瀚

佳作 台北市 Wanting 石佳玉 江哲瑋 曾致崴 黃品叡

佳作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3 魏慶龍 葉昱杉 賴勁廷 張劭宇

佳作 新北市 陽光照射在臉上 許國財 林育緯 蔡昊軒 林陳盛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1 魏士楷 邱鉦淳 譚力誠 李柏毅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2 魏士楷 劉牧翰 林沛翰 陳宥文

佳作 新竹市 芭樂甲金蕉 黃雅謙 葉峻維 周楷紘 陳柏鈞

佳作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1 鄒政殷 黃凱偉 邱品豪 許瀚文

佳作 新北市 Trio 梁依琪 陳禹丞 蕭程元 江竑緯

佳作 新北市 禮儀成就不凡之人 許國財 郭王成 吳彥霆 吳雨翰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臺北市 Labyrinthos 莊文吉 莊以謙 高偉翔 林均澤

2 臺北市 Sicarius 莊文吉 范晟暐 李承儒 闕壯彣

3 新北市 Miles 莊文吉 劉硯皓 黃軍凱 林梓獻

足球賽(5)

高中組競賽(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