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EA01 臺中市 鹿峰隊 鹿峰國民小學 顏佩懿 陳旻佑 蔡浚嘉

EA02 臺中市 惠文有夠讚 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 毛意仙 賴宥任 張文瀚

EA03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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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4 臺中市 生命種子 社口國小 林瑩華 徐敏睿 張嘉佑 李宗憲

EA05 臺中市 內埔精英 台中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 洪宛君 陳品任 李翔丞 陳韋丞

EA06 臺中市 金州勇士 大甲國小 林煒翔 王稔凱 黃以勛 李澤森

EA07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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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8 臺中市 快樂童年238 社口國小 陳新青 劉[恩廷 陳祺仁

EA09 臺中市 捷飛 台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卓姿君 康家睿 楊承育

EB01 臺中市 北勢 北勢國民小學 胡訓嘉 蔡翔安 李哲誠

EB02 臺中市 獵鷹隊 文光國民小學 郭家富 陳柏霖 郭秉諺

EB03 臺中市 衝鋒 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蔡億縉 顏均縢 何品寬 顏上瀠

EB04 臺中市 雷霆戰隊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 林慧真 李倫德 陳霆嶸

EB05 臺中市 科積特戰隊 台中市南陽國民小學 汪忠義 王銘鶴 高英成 林伯鴻

EB06 臺中市 黑皮隊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雙語小學 蔡億縉 林家禾 林孟勳

EB07 臺中市 強的嫑嫑隊 台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葉美蓉 周子宸 賴致成 張菡榆

EB08 臺中市 永隆蓉恩隊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廖以蓉 廖以恩

EB09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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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01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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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02 臺中市 衝衝衝 台中美國學校 郭之恬 江承頤 江承恩

EC03 臺中市 戰神 台中市立陳平國小 程懿慧 王柏翔 王思涵 鄭冠宏

EC04 臺中市 Sunshine 台中市立忠孝國小 黃詩芳 林垣熙 黃允文

EC05 臺中市 超級終結者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林盈全 游宗翰 許人尹 林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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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07 臺中市 益民驚人 台中市益民國小 王晶 張承越 張承淅 柯善宸

EC08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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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JA01 臺中市 腳前二指撞樹根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凱煇 紀聿軒 黃楚元

JA02 臺中市 League of Lego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何美幸 吳孟其 蘇塏崴 胡瑋倫

JA03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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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04 臺中市 中平之星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簡宏桀 鄭傑元

JA05 臺中市 我愛地殼 大甲國民中學 王俊琪 吳庭育 林信佑 劉學嘉

JA06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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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07 臺中市 GGYY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凱煇 陳濬瑋 陸華崑 蔡易達

JA08 臺中市 星爆之力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盈如 林以 蔡孟紘

JA09 臺中市 只是一個隊伍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林紘偉 徐啓軒

JA10 臺中市 腹肌鯰魚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煜庭 蔡承芫 陳首中 吳佩珍

JA11 臺中市 哆啦E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程帝鈞 盧冠呈

JB01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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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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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03 臺中市 超級火焰壽司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劉明合 江曉春 何衫褎 蔡沛蓁

JB04 臺中市 Life Loser3 大甲國民中學 王俊祺 劉安軒 羅章宏 陳品霖

JB05 臺中市 河馬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劉明合 吳松杰 周宏維

JB06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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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07 臺中市 阿河過山洞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劉明合 王均宇 紀凱傑 王奕俊

JB08 臺中市 北新國中E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游世南 潘承佑 黃柏愷 沈晁陽

JB09 臺中市 60229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劉明合 林鈺凱 王鼎鈞

JB10 臺中市 我來自衛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美志 吳定栩 蘇敬勛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競賽國小(26)

A桌

B桌

C桌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競賽國中(41)

A桌

B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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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2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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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3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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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4 臺中市 怪獸來敲門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劉慧真 劉慧祺 陳昱如

JC05 臺中市 黎明三劍客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宗隆 余杰睿 周冠丞 邱學晨

JC06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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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7 臺中市 僑泰GoGoGo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廷鋐 蔡慶盈 鄭琮運 劉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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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9 臺中市 飛翔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張承偉 許家翔 廖英舜

JC10 臺中市 LEGO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孫立仁 陳緯濂 朱覺祥

JD01 臺中市 烈火隊 台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林朝濱 邱謝宇 賴韋誠

JD02 臺中市 9487 94狂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黃翊哲 蕭譓贏 林慧玲

JD03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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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4 臺中市 朋傑飛翔 明道中學 吳晏甄 陳建朋 廖韋傑 詹翔遠

JD05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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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6 臺中市 Sun&Biao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標冠廷 孫卓群

JD07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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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8 臺中市 爽文Star 台中市爽文國中 林慧雲 曾禾翌頡 簡瑜瑶

JD09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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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SA01 臺中市 C8763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凱煇 蔡馥宇 林佳葦 張哲瑜

SA02 臺中市 㗊夵㚐尛尜尖㗊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蔡珈安 黃煒驊 廖弘諺

SA03 臺中市 大明一隊 大明高中 蔡銘育 吳秉恩 邱瑞彬 張鈞智

SA04 臺中市 JJL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游家政 張睿承 簡雋 廖國翔

SA05 臺中市 iLEGO 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James Cloos 吳勇諭 黃正維 許力升

SA06 臺中市 高顏值沒氣質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謝璿蓁 蔡嘉文 許家綺 廖冠銓

SA07 臺中市

未來修昱良之這件事是我們之間的

祕密你最好不要給我告訴任何人如

果你要說出去就給我小心一點懂嗎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蔡秉修 廖國良 曾昱翔

SA08 臺中市 缺學妹 台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翟家甫 賴霈 郭庭佑 曹越

SA09 臺中市 The Imitation Game 明道中學 王士豪 蔡亞哲 蔡亞倫

SA10 臺中市 未來錢瑜之-樓上的，請不要拿隊名開玩笑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陵 錢璽鉦 張辰瑜

SB01 臺中市 Koala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吳連益 郭柏呈 李牧澤 王柏幃

SB02 臺中市 HTC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凱煇 謝皓韋 周楷庭 莊皓崴

SB03 臺中市 勾形愛迪達 大明高中 蔡銘育 江彥霆 李見文 吳敬隆

SB04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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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05 臺中市 M.S.J 盜夢者 新民高中 吳連益 鐘斯孟 王致鈞 孫祺昌

SB06 臺中市 秋山小隊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林昶霆 梁宇騰 柯博瀚

SB07 臺中市 一中機器人 台中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奇鋒 王竑竣 王鼎皓 王裕順

SB08 臺中市 WE THE BEST TEAM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陳苡甄 陳廷瑋 曾勻搴

SB09 臺中市 我只想靜靜的做個美男子 台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翟家甫 黃承濰 林均翰 陳汶海

SB10 臺中市 Penguin Play Robot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洪苑綾 陳威儒 陳約存 臧承霆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OJ01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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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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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03 台中市 節電牛舍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吳靜雯 徐麒恩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OS01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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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桌

C桌

D桌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競賽高中職組(20)

A桌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創意國中組(3)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創意賽高中職組(1)



隊伍編號 所屬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A1 臺中市 移動式神主牌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何美幸 陳宥全 王立煒 王國安

A2 臺中市 北新國中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陳建州 羅文喬 陳禹安 林家葦

A3 臺中市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台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謝宗儒 劉章祈 廖釋瑜 謝冠生

A4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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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臺中市 我愛猴子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郭建佑 王佳揚 吳育丞

B1 臺中市 Accidentally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伍寒榆 林韋帆 呂承諺 張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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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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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臺中市 多啦B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葛知典 徐艾 蔡程皓

B5 臺中市 匿名 五權國中 謝宗儒 陳宥勳 洪勵獻 廖彥鈞

C1 臺中市 好像很強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陳立書 蔡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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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臺中市 MEME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伍寒榆 黃瓘智 周韋澔

C4 臺中市 多啦K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顏奕翔 謝承翰

C5 臺中市 多啦A夢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王亮丁 韓迺國 吳振一

D1 臺中市 名揚四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許書瑜 蔡旻浩 賴柏翰

D2 臺中市 戰鬥特警 大業國民中學 林怡菁 吳宗翰 劉柏群

D3 臺中市 串串 台中一中 葉冬棋 李承翰 王順鴻 許碩恩

D4 臺中市 沒事就睡覺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楊宇翔 楊智仁

D5 臺中市 凌波微步 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蔡易霖 潘璿嘉

D桌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臺中市校際盃-足球賽(20)

A桌

B桌

C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