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中市 玩蜜蜂頭 黃凱煇 高偉倫 林以

晉級 2 新北縣 光華機器人小組B 林佳秀 王健榮 王健銘

晉級 3 高雄市 e之銲錫 鍾榮楷 黃紹承 鄭筠祈 張宇揚

佳作 台中市 教大之星 林雯玲 江坤紘 江坤宸 江坤霖

佳作 新竹市 好奇者 林文民 劉晨緯 楊承穎 王仕綸

佳作 桃園市 少年特攻隊 邱創傑 林俊宇 陳秉澤 簡睿均

佳作 屏東縣 塭子 吳淑惠 林育名 林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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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永隆國小-翰衛隊 張安邦 詹旻翰 柯竣瀚 蔡亞翰

佳作 台中市 永隆20週年隊 張安邦 蘇紹丞 簡瑜瑶 蘇昱瑋

佳作 高雄市 e之吸錫器 鍾榮楷 王奕鈞 楊馥綺 張禎祥

佳作 台中市 我愛發龜 黃凱煇 林彥廷 蔡孟紘 林宥均

佳作 台中市 軍功之星 黃惠蘭 黃俊杰 林冠弘 詹祐睿

佳作 南投縣 南投之星 林雯玲 黃凱揚 曾禾翌頡 蔡律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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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閃電特攻隊 周鳳文 周芸禾 陳宥融

佳作 苗栗縣 建中小將衝衝衝 蔡翔詒 潘昺君 李之堯 李禹儒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11 魏士楷 王治凱 楊承翰 許睿哲

佳作 台北市 Robothome8 魏士楷 李元博 陳建昕 盧星伶

佳作 桃園市 鋼彈超人 邱創傑 吳紘瑋 簡宇廷 蔡明哲

佳作 新北市 光華機器人小組A 林佳秀 游閎翔 王婯穎 張維駒

佳作 花蓮縣 蔓越莓冰茶 莊琇燕 林炘岳 賴明非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南市 漢堡王雙層薯泥牛肉吉士堡 孫蜂揮 羅皓安 柯元翔 林芊妤

晉級 2 台中市 我不叫布里茲 黃凱煇 蔡馥宇 謝皓韋 戴維呈

晉級 3 新竹市 移動者 林文民 劉育成 林廷威 鍾尚修

佳作 台中市 魔幻之星 廖惠珍 林容鵬 李承翰 王順鴻

佳作 彰化縣 強棒出擊 黃山峯 吳孟嘉 陳思甫 顏呈育

佳作 台南市 不會噴火的草泥狗也想 帥氣的噴著火 孫蜂揮 郭鴻霆 黃丞緯 鄭凱中

佳作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4 游世南 劉家翔 林育敬 許冠泓

佳作 新北市 超級瓦力 葉思齊 張凱喆 何宸瑋 范閎凱

佳作 新竹市 拓荒者 林文民 陳建唯 張峻瑋 蘇一翔

佳作 新竹市 探索者 林文民 林彥妮 盧妍蓁

佳作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山峯 黃振洋 張祐麒 葉舜斌

佳作 台中市 ACE王牌 林雯玲 方璿瑞 楊森富 蔡慶盈

佳作 台中 雲林 南投 金州勇士隊 林雯玲 薛椿儒 施穎融 黃秉超

佳作 新北市 W.T.C. 伍宏麟 陳俊銘 劉朝崴 白承弘

佳作 新北市 GJ-This is how we play 張富翔 丁柏丞 高珩軒 曾啟豪

佳作 台北市 隊伍名稱* : 邱勤芳 王麒翔 鍾昀 王麒斌

佳作 台中市 撥撥拉拉贏菊花 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胡啟有 林子純 廖宇柔 林俊廷

佳作 新北市 John cena 鄭雅玲 盧楷勛 林巧茹 蔡承偉

佳作 高雄市 棋銘睿隊 蔡德暐 彭莉棋 蔡浚銘 嚴子睿

佳作 雲林縣 宇宙 粘振國 魏廷霖 黃展璿 黃爾泰

佳作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5 游世南 蘇博原 林冠名 齊又勗

佳作 台南市 Led電燈泡 孫蜂揮 許奕賢 邱耀陞 劉承翰

2016--全國賽得獎名單

國小組競賽(45)

國中組競賽(41)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台南市 新營高中隊 陳玟志 胡舜炫 鍾沛霖 鄭大原

晉級 2 新北市 沒有其他隊 鄭伯俊 林杰翰 沈子龢

晉級 3 台中市 天下武功唯菊花不破 BY... 蔡銘育 賴家慶 邱浚源 賴俊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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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未來三個男人約定脫穎而出 賴怡旬 唐唯仁 李念穎 陳約存

佳作 台北市 哈雷騎士 劉邦仁 鄭又瑞 游智杰 劉建亨

佳作 高雄市 聚賢流 廖寶瑾 杜柏賢 盧建評 黃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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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Happy XD 陳玉儒 姜呈侑 陳昱凱 歐芷均

佳作 新竹市 飛行者 林文民 林郁傑 黃益泓 李翰寬

佳作 彰化縣 鹿高環保愛地球RRR你我一起做 楊錦明 劉晶 吳祐毅 黃薪宇

佳作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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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添聚 施愷軒

佳作 台中市 中工最速傳說 簡慶宇 陳芑任 陳柏劭 賴昱丞

佳作 基隆市 哈雷戰士 劉邦仁 劉高甸 劉芷妤 葉品毅

佳作 新竹市 加我一隊 林文民 曾緯綸 鄭柏豪 陳威豪

佳作 新竹市 NASA 林文民 楊皓寧 張祐嘉 王冠智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桃園市 奇幻隊 鄭頌穎 朱堉彣 黃之庭 林彥宇

2 台北市 Triple R 蔡祈岩 王鐸 林翰 蔡宇翔

3 桃園市 超級水母 羅堅秩 羅心樂 陳美叡 林魯林

佳作 新竹市 祐祐延 莊聖文 蔡亞延 莊政祐 許祐愷

佳作 新北市 經典隊 林基揚 曾柏睿 張頡信 王其凱

佳作 高雄市 前金國小隊 吳文斌 孫揚喆 李家宏 洪大千

佳作 桃園市 廢廚者聯盟 羅堅秩 謝廷威 黃泓銘 黃少均

佳作 新竹市 C.I.W 潘銘儒 黃懷禛 蔡昊恩 陳昱瑋

佳作 竹北市 W3 廖明凱 紀詠崴 洪志揚 施宜臻

佳作 台中市 IGR突擊隊 李卓儒 簡冠程 杜哲誌

佳作 彰化縣 員林拍檔 黃山峯 林祖兒 蔡秉叡

佳作 台中市 政瀚隊 李卓儒 蔡承翰 蔡政儒

佳作 台中市 風火輪隊 李卓儒 解淳安 林秉翰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桃園市 翻轉啦嘰隊 羅堅秩 張世豪 于鼎緯 葉柏勛

晉級 2 新北市 艾思隊 林基揚 趙華杉 王銘傑 鄭力澤

3 新北市 GJ-B流趕流行 林郡君 吳承軒 林玟安 林玟宇

佳作 新竹市 As Random As Possible 金仁初 王懷葳 林愷顥 陳奕衡

佳作 桃園市 Bright Future 羅堅秩 蕢懷恩 唐予安 沈尚緯

佳作 南投縣 垃圾回收夢工廠 歐文性 季証淯 歐智勤 許禾勳

佳作 新竹市 海洋王 呂明蔚 鄭陳詮 詹于萱 李國豪

佳作 彰化縣 步步高升 陳聯傑 柯沛升 陳韋翔 王駿彥

佳作 桃園市 創造奇機 羅堅秩 李振華 陳俊丞 王誠恩

佳作 台中市 就叫粗糠 李曉萍 陳虹凱 蕭書凡 廖睿元

佳作 南投縣 特攻隊 林大智 廖維杰 余安琪 陳雅憶

佳作 新竹市 CBC2隊 黃兆民 楊光予 張閔華

佳作 彰化縣 撿起希望 陳聯傑 葉家豪 柯卓彣 林軒伍

佳作 苗栗縣 豬排咖哩 吳智偉 陳俊和 連國有

佳作 新竹縣 H.W 潘銘儒 王昱杰 黃奕方

佳作 新北市 我愛恆毅5 賴勇先 林怡辰 林祐聖 姬萱亭

佳作 桃園市 霹靂嘩啦 羅堅秩 莊博裕 陳冠宇

佳作 新北市 猴子戰士 張力仁 王偉全 陳庚甲 葉育碩

佳作 屏東縣 清除者 陳盈吉 陳建佑 易宸名

佳作 高雄市 CS特勤隊 吳文斌 孫繼禕 蕭茂森 賴宥丞

佳作 新北市 炒飯猴子拔香蕉 張力仁 許傑凱 張哲瑜 黃義驊

高中組競賽(32)

創意賽國小組(26)

創意賽國中組(41)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彰化市 ICO 李建嶠 王心柔 蘇庭儀 洪琇琪

2 新竹市 KOD 潘銘儒 吳杭鴒 蔣承霖 陳彥璋

3 新北市 我愛恆毅高中1 張力仁 黃靖軒 劉昊昕 鄭立杰

佳作 南投縣 ROX 商兆凱 藍弈濡 洪翊銓 張仁豪

佳作 新竹市 RoBros 金仁初 王懷瑨 陳宣鳴 劉維亞

佳作 桃園市 海洋垃圾終結龜 巫貞萱 鄭予安 吳宇捷 陳紘翊

佳作 桃園市 垃圾清潔隊 向漢城 蔡季青 向曜松

佳作 台中市 昶嶧隊  邱科文 蕭惠予 周家駒 許銘仁

佳作 台北市 HELLO MAKER一隊 周佳弘 高仕懷 張書衡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苗栗縣 暴風之翼 黃凱煇 廖家問 廖家淯

晉級 2 台中市 John Cena 胡啟有 陳定壑 林暐倫

晉級 3 台中市 贏了再說  胡啟有 吳嘉銘 楊宇翔 林弘軒

佳作 台中市 F5 Restart  游家政 賴俊霖 徐炳辰

佳作 台中市 CLJH Restart 黃忠志 王亮丁 徐艾

佳作 台南市 被冰塊燙傷 葉燊 林士詒 鄭棓文 賴于弘

佳作 台中市 Kwa Bungu 李曉萍 李宗祐 謝光傑 廖勁捷

佳作 台北市 Labyrinthos 莊文吉 莊以謙 高偉翔 林均澤

佳作 苗栗縣 北落師門 楊高智 楊力丞 林劉德

佳作 屏東縣 阿根廷國家代表隊 呂清豪 林楷哲 王柏竣 陳柏妤

佳作 花蓮市 新鮮水果茶 鄭宏成 陳子濬 鍾安

佳作 桃園市 F1 王有慈 王維澤 蔡皓亘 陳皇佑

佳作 台南市 Super Soccer 林宗祺 吳東育 吳佩穎 鍾佳晉

佳作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山峯 粘峻耀 張詠竣 黃書俊

佳作 台中市 菊花現在不開要哪時開，開了話一定是業障太重 李曉萍 陳珪淮 孫國豪 廖俊宇

佳作 彰化市 完勝 李建嶠 蘇怡臻 陳怡茜

晉級 名次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雲林縣 I.T.C 林明宗 李伯皇 賴涵餘 莊皓惟

晉級 2 新竹縣 就決定是你了 顏培仁 鍾惠強 姜俊豪 粘昊軒

晉級 3 交通大學 NCTU Robotics 宋開泰 陳可希 孫麥可 蔡秉叡

佳作 雲林縣 W.T.C 林明宗 官呈軒 林姿馨 古丙駿

佳作 雲林縣 W.T.S 林明宗 朱柏蔚 楊承儒 曾心榆

佳作 新竹市 我愛大白貓 鄭宏成 趙常捷 蕭喆 李昕翰

佳作 桃園市 夜死鷺苦 李勝楠 李訓安 顏孟偉 羅偉豪

佳作 臺北市 我不是冗員 吳佳廸 丁祐良 朱孝恩 陳怡全

佳作 新竹縣 輾粘唸 顏培仁 廖可文 徐郁豐 范智強

佳作 花蓮市 阿華田 鄭宏成 林柏毅 莊竣瑋

佳作 新竹縣 我在頂樓觀望 顏培仁 李健加 蔡志勤 古祺元

佳作 桃園市 志在參加不在得獎，如有得獎更好 施伯勳 詹勳麟 謝明君 洪仁中

創意賽高中組(17)

足球賽(24)

進階組(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