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EA01 彰化縣 終結者 培英國民小學 柯錫昌 邱元夆 柯埕瑀 培英國民小學 楊聖全 培英國民小學 葉祐誠 培英國民小學

EA02 彰化縣 你說對不隊 頂番國小 李佳雯 黃品諺 頂番國小 黃冠綸 頂番國小 陳堃侑 頂番國小

EA03 彰化縣 興華羅伯特 興華國小 陳柏華 張振嘉 洪靖雅 興華國小 黃群淵 興華國小 陳珈禾 興華國小

EA04 彰化縣 蔬菜餅乾 培英國民小學 柯錫昌 邱元夆 葉秉叡 培英國民小學 蔡昀澤 培英國民小學 王冠惟 培英國民小學

EA05 彰化縣 瓦力特攻隊 僑信國小 江紫綺 吳品憲 僑信國小 黃宥程 靜修國小 江峻銘 員東國小

EA06 彰化縣 特攻隊 平和國民小學 許家芬 鐘詩瑩 林威百 平和國民小學 雷廷瑄 平和國民小學 陳琪元 平和國民小學

EB01 彰化縣 無敵風火輪 忠孝國民小學 鍾馥如 謝勛丞 大成國民小學 劉叡穎 大成國民小學 陳昭翰 忠孝國民小學

EB02 彰化縣 戰鬥特警 中山國民小學 戴育芳 謝瑒侖 大竹國民小學 陳世杰 南郭國民小學 張任棋 中山國民小學

EB03 彰化縣 鹿港之光 鹿港國民小學 歐健偉 林辰澤 鹿港國民小學 劉晉嘉 鹿港國民小學 梁詠 鹿港國民小學

EB04 彰化縣 超級特攻隊 合興國民小學 巫延玲 許博鈞 合興國民小學 黃泳菘 芙朝國民小學 鄭至詠 田中國民小學

EB05 彰化縣 名揚四海 民生國民小學 楊蕙珊 許曜丞 民生國民小學 林恩宇 民生國民小學 陳易廷 新莊國民小學

EB06 彰化縣 突破 平和國民小學 許家芬 鐘詩瑩 李維書 平和國民小學 張佑丞 平和國民小學 張耕銜 平和國民小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JA01 彰化縣 鹿港三俠隊 鹿鳴國中 陳裕政 黃品睿 鹿鳴國中 李冠誼 鹿鳴國中 粘育銜 鹿鳴國中

JA02 彰化縣 戰鬥特警 陽明國民中學 蘭鑫怡 高睿駿 陽明國民中學 楊凱淵 陽明國民中學

JA03 彰化縣 興求崛起 彰興國中 郭靜儀 賴姵伶 王子睿 彰興國中 郭品增 彰興國中 陳鵬允 彰興國中

JA04 彰化縣 超級特攻隊 鹿港國民中學 顏伶真 許芫其 鹿港國民中學 顏呈育 北斗國民中學 莊俊緯 陽明國民中學

JA05 彰化縣 合光 彰興國中 陳俊仁 賴姵伶 林宣雅 彰興國中 林庭瑜 彰興國中 林宏恩 彰興國中

JA06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陽明國民中學 黃秋惠 林洪暐 陽明國民中學 賴俋仁 彰安國民中學 陳美瑜 陽明國民中學

JA07 彰化縣 瓦力特攻隊 彰興國中/大同國中 張耿嘉 吳濬杰 張長成 彰興國中 賴楷均 彰興國中 吳中瑋 彰化縣立大同國中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SA01 彰化縣 鹿高節能戰士 國立鹿港高中 楊錦明 林冠明 國立鹿港高中 劉晶 國立鹿港高中 尤廷嘉 國立鹿港高中

SA02 彰化縣 頂峰之星 國立彰師附工/員林農工 吳濬杰 楊育丞 國立員林農工 沈泳霆 國立員林農工 莊鴻翔 國立彰師附工

SA03 彰化縣 鹿高練習節約能源王 國立鹿港高中 楊錦明 吳祐毅 國立鹿港高中 鄭祐杰 國立鹿港高中 吳冠毅 國立鹿港高中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OA01 彰化縣 威武不屈 芬園國小 陳泰綸 陳聯傑 林威宇 彰化縣立芬園國小 林伯軒 彰化縣立芬園國小

OA02 彰化縣 騏開得勝 民生國小 許惠娟 陳聯傑 李騏睿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李婕羽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OA03 彰化縣 天生一對 大成國小 楊佳軒 陳聯傑 陳胤沅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林邑宸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吳翰文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OA04 彰化縣 自動駕駛隊 中山國小 余惠娥 陳聯傑 陳子謙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陳子齊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OA05 彰化縣 名揚四海 北斗國小 蔡祥斌 余柏澄 北斗國民小學 林祖兒 員林國民小學

OA06 彰化縣 四海名揚 中山國小 劉彥廷 許閎凱 中山國小 陳旭昇 中山國小

OA07 彰化縣 田園奇機-播種省力器 王功國小 許智昇 王瑞鳳 江明憲 王功國民小學 林祐笙 王功國民小學 李原宇 王功國民小學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競賽國小(12)

A桌

B桌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競賽國中(7)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競賽高中職(3)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創意國小(7)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OJ01 彰化縣 amazing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郭靜儀 陳聯傑 林彥旭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姜庭芳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OJ02 彰化縣 曠世奇隊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楊明祥 林韋材 梁維倫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施經祐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許茗凱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OJ03 彰化縣 尾中機器人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林正源 吳璟篁 王咨婷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陳薏存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曾羿誠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OJ04 彰化縣 名揚四海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林志峯 林育丞 彰興國民中學 張釩璿 彰興國民中學 周君諺 彰泰國民中學

OJ05 彰化縣 垃圾車隊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蔣瓊篁 陳聯傑 黃裕群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黃琦裕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蔡維蓬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OJ06 彰化縣 清道夫小組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楊明祥 陳聯傑 溫喬茵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許峻瑋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林泰全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OJ07 彰化縣 機臂輝煌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陳俊仁 陳聯傑 許丞蔚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鄭仁豪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胡欣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OJ08 彰化縣 發電隊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蔣瓊篁 陳聯傑 高浩凱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林秉叡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李宗諺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OJ09 彰化縣 超6救援隊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楊明祥 林韋材 陳宥霖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陳利豪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林廷澤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OJ10 彰化縣 沒問題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郭靜儀 陳聯傑 戴宇偵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蔡昀倢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陳映彤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OJ11 彰化縣 光輝閃電二人組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楊明祥 陳聯傑 張皓宇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楊承燁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OJ12 彰化縣 岳鈺軒峰隊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蔣瓊篁 陳聯傑 吳岳軒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江裕峰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李澤鈺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OJ13 彰化縣 8591出租網 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黃聖順 陳佳韓 彰化縣立萬興國中 楊姝榆 彰化縣立萬興國中 陳政裕 彰化縣立萬興國中

OJ14 彰化縣 JCSuper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郭靜儀 陳聯傑 林嬿芸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許歡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葉娟瑜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SA01 彰化縣 就是和別人不一樣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李建嶠 林妍欣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安立郁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洪瑄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SA02 彰化縣 chgsh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李建嶠 陳頣禎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楊詠暄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曾筠惠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 1. 隊員學校 2. 隊員 2. 隊員學校 3.隊員 3. 隊員學校

A1 彰化縣 好問題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陳俊仁 賴姵伶 吳祐嘉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李嘉縉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詹立安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A2 彰化縣 鹿高U.E.S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楊錦明 石育達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張亦萱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A3 彰化縣 Hog Rider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郭靜儀 陳聯傑 葉家豪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林軒伍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林秉逸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A4 彰化縣 名揚四海 精誠高級中學 陳怡燕 黃俊瑋 精誠高級中學 黃振洋 精誠高級中學 張祐麒 精誠高級中學

A5 彰化縣 彰興聞碩宗佑隊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賴姵伶 陳健雄 李聞碩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陳宗佑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A6 彰化縣 戰鬥特警 精誠高級中學 陳宏盈 張詠竣 精誠高級中學 郭峻銘 彰興國民中學 蔡岷辰 南郭國民小學

A7 彰化縣 彰興南郭星月之劍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賴姵伶 陳健雄 林子暘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吳晉頡 彰化縣立南郭國民小學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創意國中(14)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創意高中職(2)

彰化縣106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足球賽(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