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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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OA01 臺中市 Never give up 李卓儒 吳念恆 臺中市美國學校 李育憬 臺中市美國學校 杜哲誌 臺中市忠孝國小

OA02 彰化縣 田園奇機-播種省力器 許智昇 江明憲 彰化縣王功國小 林祐笙 彰化縣王功國小 李原宇 彰化縣王功國小

OA03 苗栗縣 豬排蓋飯 吳智偉 黎宸睿 苗栗縣建國國小 連侑軒 苗栗縣建國國小

OA04 新竹縣 貞媜有意思 李嘉凰 黃貞語 新竹縣十興國小 趙禹媜 新竹縣青草湖國小

OA05 桃園市 奇幻隊 鄭頌穎 黃承皓 桃園市成功國小 游芷瑜 桃園市成功國小 林治鈞 桃園市成功國小

OA06 臺南市 十元有藻 王怡方 姜瑀濬 臺南市海東國小 施威宇 臺南市海東國小 顏育騰 臺南市海東國小

OA07 苗栗縣 風城宅配王 謝漢威 樓智斌 苗栗縣照南國小 徐子甯 竹北康乃薾美國學校

OA08 桃園市 總匯披薩幫 羅堅秩 陳定豐 桃園市龍星國小 吳宇硯 東興國中 黃泓銘 桃園市田心國小

OA09 高雄市 地瓜兄弟 黃一秀 劉彥辰 高雄市博愛國小 劉宣廷 高雄市博愛國小

OA10 彰化縣 騏開得勝 陳聯傑 李騏睿 彰化縣民生國小 李婕羽 彰化縣民生國小

OA11 新北市 Lego決勝 黃詠熙 陳廷恩 新北市蘆洲國小 陳宥丞 新北市蘆洲國小 崔育輔 新北市蘆洲國小

OA12 高雄市 e起撿垃圾 吳雅茹 吳育妍 高雄市林園國小 梁紘瑋 高雄市林園園小 楊子逸 高雄市新興國小

OA13 新竹市 EK 莊聖文 許祐愷 苗栗縣建國國小 洪彥翔 新竹市三民國小

OA14 苗栗縣 抗空屋智慧保全宅 謝漢威 洪靖凱 苗栗縣照南國小 黃涂睿 新竹實驗小學 魏晨量 苗栗縣蟠桃國小

OA15 臺北市 HELLO MAKER Jr. 周佳弘 黃懷萱 臺北市義方國小 黃南鈞 臺北市文化國小

OA16 臺南市 小小草電力公司 王雅鈴 黃妍霏 臺南市海東國小 高頂軒 臺南市海東國小 施鈺萱 臺南市海東國小

OA17 屏東縣 創造奇蹟 邱裕國 邱鶴承 屏東縣和平國小 董原暉 屏東縣和平國小 董茗穎 屏東縣和平國小

OA18 臺北市 海洋奇蹟 蔡先航 蔡宇翔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林翰 臺北美國學校 王鐸 臺北歐洲學校

OA19 高雄市 樂迷隊 林暐詒 鄭乃元 高雄市四維國小 陳明仁 高雄市漢民國小 郭城輝 高雄市東光國小

OA20 屏東縣 94狂 邱裕國 楊濬宇 屏東縣和平國小 楊澤宏 屏東縣和平國小 陳梓瑄 屏東縣和平國小

OA21 臺北市 小風與太陽 黃柏勳 蔡文堯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陳妍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黃鈺淇 臺北市敦化國小

OA22 桃園市 忍者三兄弟 羅堅秩 羅以樂 桃園市龍星國小 楊一諾 桃園市潛龍國小 呂侑錡 桃園市新坡國小

OA23 臺南市 好家在海東 陳丁福 鄭斯云 臺南市海東國小 陳楷彧 臺南市海東國小 翁睿廷 臺南市海東國小

OA24 彰化縣 天生一對 陳聯傑 陳胤沅 彰化縣大成國小 林邑宸 彰化縣大成國小 吳翰文 彰化縣大成國小

OA25 新竹市 創意三人組 李汶娟 劉奕均 新竹市東門國小 吳紘宇 新竹市載熙國小 李建均 苗栗縣蟠桃國小

OA26 臺南市 TK007 林品瑜 王芃云 台南市太康國小 王靖維 臺南市太康國小 曾千玲 臺南市太康國小

OA27 桃園市 守護小櫻 羅堅秩 羅心樂 桃園市石門國小 陳美叡 桃園市龍星國小 林魯林 桃園市三和國小

OA28 高雄市 e起想想看 吳雅茹 邱怡瑄 高雄市東光國小 張宇揚 高雄市復興國小 柯欣妍 高雄市復興國小

OA29 彰化縣 星辰永續 陳聯傑 姚承希 彰化縣忠孝國小 姚欣辰 彰化縣大成國小

OA30 新竹市 Fresh Air 李汶娟 葉品圻 新竹荷蘭國際學校 鄭宇程 新竹市三民國小 莊杰勳 新竹市三民國小

OA31 彰化縣 KU戰鬥特警 黃山峯 楊程昇 臺中市信義國小 林恩宇 彰化縣民生國小 陳世杰 彰化縣南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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