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EA03 超越顛峰 台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 施克敏 高偉倫 蘇郁暐

晉級 2 EC08 中教之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劉蓉 石少閎 王叙文 戴登周

晉級 3 EC01 永隆捍銳城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蘇紹丞 陳品叡 詹旻翰

晉級 佳作 EB08 永隆蓉恩隊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廖以蓉 廖以恩

佳作 EB09 東大之星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林渝臻 洪凱威 周杰翰 陳宥蓁

佳作 EC07 益民驚人 台中市益民國小 王晶 張承越 張承淅 柯善宸

佳作 EC04 Sunshine 台中市立忠孝國小 黃詩芳 林垣熙 黃允文

佳作 EA02 惠文有夠讚 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 毛意仙 賴宥任 張文瀚

佳作 EA08 快樂童年238 社口國小 陳新青 劉[恩廷 陳祺仁

佳作 EC03 戰神 台中市立陳平國小 程懿慧 王柏翔 王思涵 鄭冠宏

佳作 EA07 騎馬打妖怪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鍾政廷 曾文韜 鍾博宇

佳作 EC02 衝衝衝 台中美國學校 郭之恬 江承頤 江承恩

佳作 EC06 Fight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雙語小學 蔡億縉 鄭景倫 鄭傳恩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JA04 中平之星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簡宏桀 鄭傑元

晉級 2 JC02 我愛TPA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中部 姚秋如 蔡承希 林彥廷 張世侑

晉級 3 JD07 北新國中C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林育敬 劉家翔 葉劭楷

晉級 佳作 JC06 拿酒桃供葡萄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胡啟有 林俐妤 蘇子庭 廖佳琳

晉級 佳作 JD05 北新國中B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蘇家賢 王宥竣 耿苡榛

晉級 佳作 JB08 北新國中E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潘承佑 沈晁陽

佳作 JA01 腳前二指撞樹根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凱煇 紀聿軒 黃楚元

佳作 JC01 EOCEO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何函霓 張崴誠 李枋恕

佳作 JB01 慎怒雞肉飯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劉明合 洪莉雯 陳奕維 林品維

佳作 JA03 來自星星的太陽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胡啟有 黃懌欣 廖宇柔 林子純

佳作 JD09 北新國中D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劉秉霖 蘇博原 林冠名

佳作 JA06 勝者為王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詹聿誠 陳秀峰 張偉帆

佳作 JD08 爽文Star 台中市爽文國中 林慧雲 曾禾翌頡 簡瑜瑶

佳作 JC08 東大Super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林渝臻 陳恩加 柯俊安

佳作 JB02 神樂&啨明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胡啟有 陳昱凱 周彥廷 施宥鵬

佳作 JB06 北新國中F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陳建州 施浚璿 張顥瀚 林炫廷

佳作 JD03 北新國中A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楊昀祖 陳稼典 洪士峰

佳作 JC03 大白菜小白兔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鄭秋蓉 蕭卉錦 江芷維 鄭卉婷

佳作 JA08 星爆之力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盈如 林以 蔡孟紘

佳作 JA11 哆啦E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程帝鈞 盧冠呈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SA09 The Imitation Game 明道中學 王士豪 蔡亞哲 蔡亞倫

晉級 2 SA03 大明一隊 大明高中 蔡銘育 吳秉恩 邱瑞彬 張鈞智

3 SB03 勾形愛迪達 大明高中 蔡銘育 江彥霆 李見文 吳敬隆

佳作 SB04 一例一休高額頭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石昌祐 錢彥臻 俞珀庭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OJ01 閃蝦全場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林稔耘 廖勁捷 張釋揚

晉級 2 OJ02 北新國中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許鈴佑 陳冠吉 黃煜哲 陳冠全

晉級 3 OS01 立人科創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柯瑞龍 姚雨諺 李律穎 陳宗群

晉級 佳作 OJ03 節電牛舍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吳靜雯 徐麒恩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晉級 1 B2 F5 Restart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游家政 賴俊霖 徐炳辰

晉級 2 C2 Fai da te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李宗祐 洪承崴

晉級 3 D4 沒事就睡覺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楊宇翔 楊智仁

晉級 佳作 A4 我要 我瘋 我愛 就是要這樣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陳定壑 陳宥霖

晉級 佳作 B3 有空再說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林暐倫 吳嘉銘 謝宗佑

晉級 佳作 A5 我愛猴子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郭建佑 王佳揚 吳育丞

晉級 佳作 A2 北新國中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陳建州 羅文喬 陳禹安 林家葦

晉級 佳作 D3 串串 台中一中 葉冬棋 李承翰 王順鴻 許碩恩

晉級 佳作 D5 凌波微步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蔡易霖 潘璿嘉

晉級 佳作 B4 多啦B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葛知典 徐艾 蔡程皓

足球組(19)

2017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台中市校際盃--得獎名單

國小組競賽(26)

國中組競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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