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EA01 高雄市 其實火焰隊 柯炯廷 張合寬 福山國小 周和謙 福山國小 饒睿豐 福山國小

EA02 高雄市 e之野狼 吳雅茹 蘇晏平 高雄市林園國小 廖昱綸 高雄林園國小 賴子誼 高雄市林園國小

EA03 高雄市 傻眼貓咪 柯炯廷 洪裕翔 十全國小 張百閎 台南慈濟高中附設小學部 張閎鈞 勝利國小

EA04 臺南市 Mission Impossible 黃瑞峯 吳豐宜 臺南市佳里國民小學 吳佳享 臺南市佳里國民小學 黃安萱 臺南市善化國民小學

EA05 高雄市 暈倒可樂 蔡坤佑 陳則宇 龍華國小 趙承璋 新上國小 曾柏愷 陽明國小

EA06 高雄市 群創紀念 曾聖群 李佳宥 楠梓國民小學 李柏亨 援中國民小學 葉勛其 楠梓國民小學

EA07 高雄市 起床雞排 蔡坤佑 陳昕禾 東光國小 林均翰 新民國小

EA08 高雄市 群創中中 曾聖群 莊旻齊 楠梓國民小學 李沂秦 楠梓國民小學 葉雨儒 楠梓國民小學

EA09 高雄市 所以奶茶 蔡坤佑 駱顗安 瑞祥國小 陸廣澤 橋頭國小 張軒懷 博愛國小

EB01 高雄市 群創小小 曾聖群 吳相諭 嘉誠國民小學 曾修唯 嘉誠國民小學

EB02 高雄市 無言薯條 柯炯廷 陳奕廷 龍華國小 周鼎宇 勝利國小 李宥學 右昌國小

EB03 高雄市 傑克機器人 孫蜂揮 王柏翰 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 田佳周 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

EB04 高雄市 累累海豹樂 柯炯廷 陳思愷 新莊國小 潘柏翰 獅湖國小 邱泰齊 博愛國小

EB05 臺南市 使命必達二人組 李曉雯 翁沛慈 進學國小 翁沛恩 億載國小

EB06 臺南市 樂高戰士 孫蜂揮 曾詩穎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黃惟志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EB07 臺南市 Good boy 黃瑞峯 戴昱銓 臺南市信義國民小學 黃品堯 臺南市佳興國民小學

EB08 高雄市 深藍奇蹟 劉浩瑋 廖崎琇 文華國小 黃昱翰 文華國小 陳智煒 十全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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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

B桌



EC01 臺南市 生物救援隊 李季錦 陳芃妍 台南市新進國小 陳芃穎 台南市新進國小

EC02 臺南市 火焰戰士 孫蜂揮 吳哲翰 臺南市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林維軒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張凱捷 台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

EC03 高雄市 e之藍鯨 簡信傑 陳冠銘 高雄市四維國小 王翊豪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小 賴振右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小

EC04 臺南市 電腦毀滅者 孫蜂揮 蔣佳翰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張正謙 臺南市立東光國民小學 莊睿宬 高雄市蔡文國民小學

EC05 高雄市 e之獵豹 簡信傑 徐舶升 高雄市民權國小 楊翔 高雄市復華中學 蔡崧翌 高雄市文府國小

EC06 臺南市 有備而來 孫蜂揮 林楷恩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楊佳霖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鐘招佑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EC07 高雄市 e之噴火龍 吳雅茹 黃翊宸 高雄市林園國小 梁育嘉 高雄市林園國小 王奕鈞 高雄市龍華國中

EC08 臺南市 薯條三兄弟 孫蜂揮 許商唯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涂冠佑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林暐騏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JA01 高雄市 e之變形蟲 李建宏 鄭筠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方宥鈞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 黃紹承 高雄市私立立志中學國中部

JA02 臺南市 948794狂 孫蜂揮 陳瑋迅 台南慈濟高級中學附屬國中 鄭愷賢 台南慈濟高級中學附屬國中

JA03 高雄市 雅美魚 趙志康 莊鈞淇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 莊鈞程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 涂幸宸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

JA04 臺南市 焗烤大黃瓜 孫蜂揮 蔡承憲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王品方 台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陳詩諺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JA05 高雄市 君羊倉刂 曾聖群 陳泓宇 楠梓國民中學 陳泓睿 楠梓國民中學

JA06 臺南市 安妮熊熊最強 孫蜂揮 薛亦翔 臺南市金城國民中學 蘇振帆 臺南市金城國民中學

JA07 高雄市 群創大大 曾聖群 莊碩恩 楠梓國民中學 駱泓光 陽明國民中學

JA08 臺南市 漢堡王雙層薯泥牛肉吉士堡 孫蜂揮 羅皓安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林芊妤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賴于弘 台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JA09 高雄市 e之台灣獼猴 李建宏 翁證翔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許詠捷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王聖詠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JA10 臺南市 醃製小黃瓜 孫蜂揮 許奕賢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劉承翰 台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王子銓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JA11 高雄市 e之藍鵲 李建宏 李逸程 高雄私立正義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仲恆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佑駿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JA12 臺南市 醃製大黃瓜 孫蜂揮 黃尹謙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林哲誼 台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C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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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SA01 高雄市 霹靂嬌娃 葉育杰 李建志 國立鳳新高中 黃承鈺 國立鳳新高中 劉孟涓 國立鳳新高中

SA02 臺南市 人間失格 陳玉儒 賴亮均 台南市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許書維 台南市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陳亞震 台南市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SA03 高雄市 飛天小女警 葉育杰 許譯賢 國立鳳新高中 張智滿 國立鳳新高中 丁冠中 國立鳳新高中

SA04 嘉義市 吧啦吧啦蹦蹦 李威璋 朱雁丞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陳妍喻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林揚益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SA05 高雄市 e之大王烏賊 黃立凱 林珈禧 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洪為霖 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毓升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SA06 臺南市 Uvuvwevwevwe Ossas 陳玉儒 張恩禕 興國高中 蔡府光 興國高中 姜呈諭 興國高中

SA07 高雄市 紅鯉魚與綠鯉魚語驢 廖寶瑾 劉皓宇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洪新凱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賴楙勛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SA08 臺南市 小象胖胖 孫蜂揮 蔡宇淮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子恩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郭晉宇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SA09 高雄市 灰化肥揮發發黑會發揮 廖寶瑾 黃家貫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倪英智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白詠瀅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SA10 臺南市 昨天在敦煌書局買了一本小說 孫蜂揮 郭鴻霆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陳柏菖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鄭凱中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A1 屏東縣 明正A隊 呂清豪 王柏竣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楊柏鑫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朱益佑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A2 臺南市 Final wish robot 李佩錚 沈政賢 台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陳軒儀 台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郭育誠 台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A3 臺南市 地獄業火 王文彥 胡志鋒 崑山科技大學 蔡承峰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張祐瑜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A4 屏東縣 明正C隊 呂清豪 陳裕勳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吳俊一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汪宸宇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A5 臺南市 柏勛想要有妹妹 趙景松 馮柏勛 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江信穎 國立台南海事高級水產職業學校 趙俊堯 國立台南海事高級水產職業學校

B1 屏東縣 明正B隊 呂清豪 陳柏妤 國立屏東女中 陳柏諺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林楷哲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B2 臺南市 Free 黃瑞峯 鍾佳晉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戴昱豪 臺南市佳里國民中學 黃安佑 臺南市私立昭明國中

2017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南區 足球賽(9)

A桌

B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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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高雄市 你的ID找不到 廖寶瑾 洪子麒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廖彥宥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莊凱淯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B4 臺南市 威猛金鋼人 張慶寶 蘇宇祥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張竣皓 國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 黃俊雄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WE01 台南市 火車嘟嘟嘟~開到海東去 王雅鈴 姜瑀蕎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翁苡軒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鄭琹云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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