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1 OJ01 彰化縣 鹿港國中 藍色小精靈 陳聯傑 許耘瑄 鹿港國中 林育誠 鹿港國中

2 OJ02 台中市 中平國中/台中高工 就叫粗糠 李曉萍 陳虹凱 台中高工 蕭書凡 中平國中 廖睿元 中平國中

3 OJ03 彰化縣 田尾國中 尾中機器人 吳璟篁 卓婕容 田尾國中 曾士棠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蕭子瑋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4 OJ04 臺中市 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7 游世南 洪士峰 北新國中 羅文喬 北新國中 陳禹安 北新國中

5 OJ05 彰化縣 彰泰國中 步步高升 陳聯傑 柯沛升 彰泰國中 陳韋翔 彰泰國中 王駿彥 彰泰國中

6 OJ06 新竹縣 六家國中/磐石國中 H.W 潘銘儒 王昱杰 六家國中 黃奕方 磐石國中

7 OJ07 台中市 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8 游世南 賴駿皓 北新國中 陳宥鈞 北新國中

8 OJ08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我愛恆毅4 賴勇先 柯毅 恆毅中學 林侑頡 恆毅中學 周楨崴 恆毅中學

9 OJ09 新竹市 竹光國中/光華國中/建華國中 海洋王 呂明蔚 鄭陳詮 竹光國中 詹于萱 建華國中 李國豪 光華國中

10 OJ10 彰化縣 彰泰國中/彰興國中 風起雲湧 陳聯傑 陳鵬允 彰興國中 江裕峰 彰泰國中 吳岳軒 彰泰國中

11 OJ11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猴腮雷 張力仁 李家維 恆毅中學 陳正邦 恆毅中學

12 OJ12 新竹市 成功國中 CBC2隊 黃兆民 楊光予 成功國中 張閔華 成功國中

13 OJ13 桃園市 石門國中/內壢國中 Bright Future 羅堅秩 蕢懷恩 石門國中 唐予安 石門國中 沈尚緯 內壢國中

14 OJ14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當個創世猴 張力仁 陳宇綸 恆毅中學 徐筠理 恆毅中學 黃柏翔 恆毅中學

15 OJ16 新北市 恆毅中學 我愛恆毅5 賴勇先 林怡辰 恆毅中學 林祐聖 恆毅中學 姬萱亭 恆毅中學

16 OJ17 新北市 格致高中 GJ-B流趕流行 林郡君 吳承軒 格致高中 林玟安 格致高中 林玟宇 格致高中

17 OJ18 苗栗縣 南庄國中 豬排咖哩 吳智偉 陳俊和 南庄國中 連國有 南庄國中

18 OJ19 桃園市 仰德高中(國中部)/平南國中 霹靂嘩啦 羅堅秩 莊博裕 仰德高中(國中部) 陳冠宇 平南國中

19 OJ20 臺中市 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6 陳建州 潘承佑 北新國中 蘇家賢 北新國中 林家葦 北新國中

20 OJ21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猴子芒果冰 賴勇先 李睿軒 恆毅中學 顏瑋頡 恆毅中學 吳承諺 恆毅中學

21 OJ22 南投縣 北梅國中 垃圾大食怪 林大智 陳綉靜 北梅國中 高晴 北梅國中

22 OJ23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猴子戰士 張力仁 王偉全 恆毅中學 陳庚甲 恆毅中學 葉育碩 恆毅中學

23 OJ24 南投 仁愛國中 GO GO 郭承豪 張容莞 仁愛國中 蔡俊杰 仁愛國中 趙慈慧 仁愛國中

24 OJ26 南投縣 延和國中 垃圾回收夢工廠 歐文性 季証淯 延和國中 歐智勤 延和國中 許禾勳 延和國中

25 OJ27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猴棒棒 張力仁 洪睿呈 恆毅中學 胡皓昀 恆毅中學 張睿芃 恆毅中學

26 OJ28 新北市 格致高中 GJ-思宇者 許瓊鎂 李思肯 格致高中 李彬維 格致高中 藍貽聖 格致高中

27 OJ29 彰化縣 彰興國中 撿起希望 陳聯傑 葉家豪 彰興國中 柯卓彣 彰興國中 林軒伍 彰興國中

28 OJ30 台北市 政大附中/金華國中/中正國中 HELLO MAKER二隊 周佳弘 何羽揚 政大附中 黃戎瑍 金華國中 李冠逸 中正國中

29 OJ31 新北市 格致高中 GJ-tuna tank 楊檉權 吳秉祐 格致高中 李洧均 格致高中 郭仲軒 格致高中

30 OJ32 桃園市 石門國中 翻轉啦嘰隊 羅堅秩 張世豪 石門國中 于鼎緯 石門國中 葉柏勛 石門國中

31 OJ33 南投縣 仁愛國中 特攻隊 林大智 廖維杰 仁愛國中 余安琪 仁愛國中 陳雅憶 仁愛國中

32 OJ34 桃園市 龍岡國中/治平高中(國中部)/治平高中 創造奇機 羅堅秩 李振華 龍岡國中 陳俊丞 治平高中附屬國中部 王誠恩 治平高中

33 OJ35 新竹市 國立科園實中 As Random As Possible 金仁初 王懷葳 國立科園實中 林愷顥 國立科園實中 陳奕衡 國立科園實中

34 OJ36 新北市 景興國中/東山中學 艾思隊 林基揚 趙華杉 景興國中 王銘傑 東山中學國中部 鄭力澤 東山中學國中部

35 OJ37 屏東縣 明正國中 清除者 陳盈吉 陳建佑 明正國中 易宸名 明正國中

36 OJ38 新北市 恆毅中學 吃顆猴糖馬上贏 賴勇先 陳凱富 恆毅中學 黃庭奎 恆毅中學 尤泓琪 恆毅中學

37 OJ39 高雄市 光華國中/英明國中/道明中學 CS特勤隊 吳文斌 孫繼禕 光華國中 蕭茂森 英明國中 賴宥丞 道明中學

38 OJ40 新北市 格致高中 GJ-No Game No Life 張至賢 黃嘉興 格致高中 蔡雨彤 格致高中 黃浚豪 格致高中

39 OJ41 新北市 恆毅中學 炒飯猴子拔香蕉 張力仁 許傑凱 恆毅中學 張哲瑜 恆毅中學 黃義驊 恆毅中學

40 OJ42 屏東縣 南州國中 南州國中代表隊 張書銘 洪鈺婷 南州國中 潘之晴 南州國中 張雅惠 南州國中

41 OJ43 花蓮縣 國風國中/慈濟國中/花崗國中 錫蘭紅茶 鄭宏成 邱廉禎 國風國中 王子承 慈濟國中 賴明恩 花崗國中

創意賽國中組(41)

2016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彰化縣國中小科技教育創意博覽會 創意賽國中組(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