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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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01 桃園市 六和高中 六和最閃小鯊魚 楊吟婷 梁郁晴 六和高中 莊家俊 六和高中 李宗諺 六和高中

2 SA02 台中市 彰化師範大學/大明高級中學 天下武功唯菊花不破 BY... 蔡銘育 賴家慶 大明高中 邱浚源 彰化師範大學 賴俊諺 大明高中

3 SA03 基隆市
基隆高商/輔大聖心高中/安樂

高中
哈雷戰士 劉邦仁 劉高甸 基隆高商 劉芷妤 輔大聖心高中 葉品毅 安樂高中

4 SA04 台南市 興國高中 Happy XD 陳玉儒 姜呈侑 興國高中 陳昱凱 興國高中 歐芷均 興國高中

5 SA05 台北市 成功高中/內湖高工 我在快樂好快樂 蕭仰均 李騰澐 成功高中 周柏睿 成功高中 張治尹 內湖高工

6 SA06 台中市 西苑高中 未來三個男人約定脫穎而出 賴怡旬 唐唯仁 西苑高中 李念穎 西苑高中 陳約存 西苑高中

7 SA07 彰化縣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鹿高環保愛地球RRR你我一起做 楊錦明 劉晶 鹿港高中 吳祐毅 鹿港高中 黃薪宇 鹿港高中

8 SA08 新北市 東海高中 山大王要掠奪 許國財 王韜智 東海高中 王淮安 東海高中 方譽翔 東海高中

9 SA09 苗栗縣 君毅高級中學 君毅吉祥物 林汶忠 胡御平 君毅高中 陳則宇 君毅高中 張詠傑 君毅高中

10 SA10 台北市 內湖高工 哈雷騎士 劉邦仁 鄭又瑞 內湖高工 游智杰 內湖高工 劉建亨 內湖高工

11 SA11 彰化縣 精誠中學/溪湖高中 名揚四海 黃山峯 黃俊瑋 精誠中學 李彥廷 溪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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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B01 台中市 西苑高中 未來修昱良之來呀讓我看看誤了時辰就不好囉 賴怡旬 廖國良 西苑高中 蔡秉修 西苑高中 曾昱翔 西苑高中

13 SB02 高雄市 高雄中學 聚賢流 廖寶瑾 杜柏賢 高雄中學 盧建評 高雄中學 黃于軒 高雄中學

14 SB03 新北市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沒有其他隊 林志隆 林杰翰 板橋高中 沈子龢 板橋高中

15 SB04 台東縣 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東中5A 施佳成 黃邦晏 台東高中 林澤瑜 台東高中

16 SB05 台中市 西苑高中  比賽@ 乖乖$:sudo未來施孟昌跑好跑滿 賴怡旬 石昌祐 西苑高中 楊孟軒 西苑高中 施冠彰 西苑高中

17 SB06 新竹市 新竹高商/磐石高中/ 新竹高中 飛行者 林文民 林郁傑 新竹高商 黃益泓 磐石高中 李翰寬 新竹高中

18 SB07 新北市 東海高中 竜が我が敵を喰らう 許國財 陳廷偉 東海高中 陳勳賢 東海高中 曹展崧 東海高中

19 SB08 新北市 康橋雙語學校 Trio 陳彥霖 陳禹丞 康橋雙語學校 蕭程元 康橋雙語學校 江竑緯 康橋雙語學校

20 SB09 南投縣 竹山高中 隨便都可以 歐文性 顏榮駿 竹山高中 蔡明軒 竹山高中 吳承哲 竹山高中

21 SB10 台南市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新營高中隊 陳玟志 胡舜炫 新營高中 鍾沛霖 新營高中 鄭大原 新營高中

22 SB11 台北市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KAN芭辣 林國偉 周承緯 復興高中 林子淵 復興高中 蔡濬洋 復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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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C01 台北市 大安高工 達文西機器人2 魏士楷 何秉育 大安高工 林沛穎 大安高工

24 SC02 新北市 東海高中 婚逃賣卵蛋 許國財 龔自在 東海高中 丁偉哲 東海高中 楊清彬 東海高中

25 SC03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NASA 林文民 楊皓寧 新竹高中 張祐嘉 新竹高中 王冠智 新竹高中

26 SC04 台中市 台中高工 中工最速傳說 簡慶宇 陳芑任 台中高工 陳柏劭 台中高工 賴昱丞 台中高工

27 SC05 新竹市 磐石高中/ 新竹高工 加我一隊 林文民 曾緯綸 磐石高中 鄭柏豪 磐石高中 陳威豪 新竹高工

28 SC06 苗栗縣 新竹高中/大湖農工 苗栗火箭隊 林陳源 林欣磊 新竹高中 陳柏易 新竹高中 張財福 大湖農工

29 SC07 桃園市 六和高中 六和神奇寶貝大師 楊吟婷 莊凱安 六和高中 許佑祥  六和高中 曾漢諭  六和高中

30 SC08 台中市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 未來愷添緯芫之好想你啊再來我家住一晚吧  賴怡旬 劉家緯 西苑高中 吳添聚 西苑高中 施愷軒 西苑高中

31 SC09 新北市 東海高中 埃及木乃伊 許國財 許家豪 東海高中 鄭宇翔 東海高中 吳宗翰 東海高中

32 SC10 台北市 大直高中/西松高中 火箭隊 楊千儀 周書佑 大直高中 王希聖 大直高中 陳飛澐 西松高中

高中A組

高中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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