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TEA01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棒棒伯 陳若穎 謝婷如 林至誠
TEA02 Taipei American School OverWatch 葉思齊 Owen Lai Warren Lai
TEA03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The warriors 陳穎翰 盧均愷 夏知逸 郭宇珩
TEA04 南湖國小 南湖A 魏士楷 任宥寧 林品睿 容丞佑
TEA05 天主教光仁國民小學 好棒棒 陳穎翰 林奇宥 藍少甫 羅翊軒
TEA06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復興A 張慎 林敬芸 杜坤育
TEA07 臺北市南湖國小 南湖B 魏士楷 何秉諭 呂宥德 王永富
TEA08 臺北市立建安國民小學 辛巴威幣隊 陳若穎 朱承恩 謝承翰
TEA09 臺北市古亭國小 大象愛洗澡 陳柏瑞 吳旻哲 廖述同

TEB01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安全第一 陳彥霖 蘇雋安 沈圻瀚 周辰蔚
TEB02 龍安國小 量子隊 翁阡培 林軒朗 林軒惟
TEB03 臺北市仁愛國民小學 蚵仔煎隊 陳柏瑞 柯均懋 蔡新銓
TEB04 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 Ａ夢隊 翁阡培 陳宥勳 林奕蓁
TEB05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新巴威幣隊 陳彥霖 林煜堂 賴相宇
TEB06 麗湖國小 麗湖A 魏士楷 蔡承學 林立昕 許紘睿
TEB07 臺北市敦化國民小學 黑暗騎士 陳穎翰 李訓霆 宋國翔 李訓瑋
TEB08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史努比悍將 陳彥霖 黃子睿 劉承諺
TEB09 明湖國小 明湖A 魏士楷 江學甫 龔亮宇 葉義崙
TEB10 臺北市立博愛國小 特斯拉小朋友 洪子銘 陳敬 陳泓穎

A隊

B隊

新北市106學年度校際盃創意機器人競賽

臺北市競賽國小組



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TJA01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新興一號 洪子銘 沈偉杰 張惠晶
TJA02 明湖國中 明湖A 魏士楷 楊承勳 鄭宇程 吳燿丞
TJA03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蔡伯想一個 洪子銘 莊振揚 張詠翔 蔡博至
TJA04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L&L 紀韋志 林彥妤 林奕亘
TJA05 敦化國中 特斯拉白金 洪子銘 吳秉家 王弘宇
TJA06 麗山國中 麗山A 魏士楷 彭康軒 林益丞 吳安豐
TJA07 敦化國中 敦化A 魏士楷 賴威宏 賴威廷 蘇培碩
TJA08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教練想看人妖秀 陳彥霖 張善鈞 陳韋翰

TJB01 華興中學 華興A 魏士楷 陳冠希 蔡加恩
TJB02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超行 陳穎翰 張亦均 張竹均
TJB03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煒暐兄弟 葉思齊 林煒哲 林暐智
TJB04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超級農夫 陳柏瑞 陳柏安 林柏諭
TJB05 延平中學 延平A 魏士楷 李元博 林宸瑋 陳柏屹
TJB06 臺北歐洲學校 TES 陳柏瑞 陳右叡 郭宸維
TJB07 明湖國中 明湖B 魏士楷 王治凱 林郁翔 莊道程
TJB08 台北美國學校 美國 紀韋志 張允齊 盧信瑋

TJB09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喜憨兒 洪子銘 宋起綸 李慈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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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TSA01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特斯拉NO.1 洪子銘 卓士展 葉泓緯
TSA02 內湖高工 吃不完的食物 鄭安棋 張治尹 王鎮輔 葉佳竣
TSA03 大安高工 大安高工A 魏士楷 陳暘 何秉育 莊維勝
TSA04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 棒棒大伯 陳彥霖 謝承廷 劉承翰
TSA05 大安高工 大安高工B 魏士楷 林沛穎 李柏毅 譚力誠
TSA06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菱形好棒棒 林志隆 蘇廷茂 李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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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01 後埔國小 查水錶 陳彥霖 黄士恩 盧雋博 彭宥寧
NEA02 中和國小 阿基里斯 陳旭暉 邵恆侑 陳芃潔
NEA03 康橋國際學校 OK 陳若穎 陳昱菁 張詠程
NEA04 海山國小 地表最強隊 張嘉豪 徐語馡 黃一祐
NEA05 埔墘國小 抬臂戰士 林志隆 王彥茗 許心榕 劉泓樂
NEA06 後埔國小 948794狂 張嘉豪 王正毅 傅瑞寬 孫郁翔
NEA07 裕德國小 楊赫晁權隊 張嘉豪 楊赫 劉晁權
NEA08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Victory 葉思齊 廖振呈 張睿軒 許廷雋
NEA09 海山國小 天線寶寶說你好 張嘉豪 張哲倫 趙安凱
NEA10 新北市鶯歌國小 我的英雄學院 曾世佳 陳品儒 陳秉原

NEB01 新北市建國國小 羅伯特隊 朱振豪 林中慧 徐宥甯
NEB02 裕德國小 天生勝利組 張嘉豪 魏爾均 陳楷惟
NEB03 新北市鶯歌國小 賽恩斯隊 朱振豪 王亭又 李宥均
NEB04 實踐國小 身騎白米走三關 張嘉豪 劉肇霖 黃彥鈞
NEB05 新北市立青山國中小學 Excuse Me Sir 邱中良 許品浩 邱世昕 汪柏岑
NEB06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小學部 天狼星 翁阡培 林秉荃 林冠宇
NEB07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大鬧世界 顏嘉玟 蘇柏愷 張劭宇 蔣安
NEB08 新北市後埔國小 超越隊 陳彥霖 蕭楷宸 蕭楷恩
NEB09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小學部 I robot 黃詩家 彭子齊 彭湘淇
NEB10 新北市鶯歌國小 蒙納利車 曾世佳 許方奕 陳紫純

NEC01 樹林國小 車子衝衝衝 陳彥霖 許紘銓 許紘銘
NEC02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小學部 Yuteh robot 黃詩家 董品杉 李權祐 林子惟
NEC03 實踐國小 我非常乖 林志隆 李旭斌 侯以泉 洪碩佑
NEC04 新北市鶯歌國小 貝多芬熊熊隊 曾世佳 陳沛素 陳品潔

NEC05 新北市崇德國小 The Best Team 林璧怡 張惟喆 甯泰翔 高緯祐
NEC06 新北市成功國小 三個傻瓜 林志隆 潘昭明 劉秉宏 洪煥智
NEC07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吉光隊 黃詩家 汪羿廷 郭宥辰
NEC08 新莊國小 長頸鹿跑得快 翁阡培 江芊儀 林煒宸 謝君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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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NJA01 南山國中 獸比南山 陳旭暉 韓丞濬 鄭錚聖
NJA02 恆毅中學 恆毅3 林奕光 楊聶宇 呂易宸
NJA03 康橋國際學校 Amoeba 林志隆 陳胤亘 林祐陞 陳胤筌
NJA04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Mega Bot 葉思齊 何宸瑋 范閎凱 黃鼎紘
NJA05 新北市林口國中 CY@ 林志隆 巫辰鍰 巫鑫權 蕭安晴
NJA06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臺灣大香腸 葉思齊 蔡其翰 吳詠承 游凱翔
NJA07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淡江隊 顧志華 李宸宇 范維哲 陳俊威
NJA08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自造夢想 蔡嘉聰 許為舜 詹崧毅
NJA09 恆毅中學 恆毅1 林奕光 林禹瀙 林宥均 馮家宏
NJA10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國中部 Yuteh robot Plus 陳宣宏 王健銘 王健榮
NJA11 恆毅中學 恆毅2 林奕光 蔡政哲 郭昱宏 梁凱博
NJA12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格致好棒 潘國正 陳定毅 潘昭廷 錢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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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NSA01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佛祖愛我！！ 許國財 吳研聖 鍾筌寶 張峰瑋
NSA02 恆毅中學 恆毅高中1 伍宏麟 陳冠志 王彥傑 陳庚甲
NSA03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老子愛我 許國財 林恬希 許根豪 詹沂霈
NSA04 恆毅中學 恆毅高中2 伍宏麟 林侑頡 謝宗原 李睿穎
NSA05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不要在車上燒香 許國財 林瑋翔 劉松庭 蔡正陽
NSA06 恆毅中學 恆毅高中3 伍宏麟 卓躍 蔡承育 林伯隆
NSA07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貓咪的憤怒 許國財 陳昱彣 呂明翰 鄭宇喆
NSA08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3.1415926535點點點 謝佳倫 趙子萱 劉冠彣 周姵妤
NSA09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新手上路 許國財 葉承恩 林偉澤 宋佳瑋
NSA10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C.C. 李彥廷 陳育賢 王梓桓 胡宜晴
NSA11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耶穌愛我 許國財 王正杰 古宸龍 葉承育
NSA12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H.K.L 許議鶴 陳廉宏 黃軒和 林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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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NOE01 中園國小 呼朋蚓伴 莊千慧 尹宣程 陳穆天
NOE02 新北市德音國小 夢想前鋒隊 廖學明 王以翔 林亭汝

NOE03 新北市德音國小 菁英隊 蕭景隆 李俊頡 洪銨邑 吳柏翰

NOE04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小 芽菜高樓大廈 張宴茹 李岱穎 李岱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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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NOJ01 恆毅中學 恆毅創意1 張力仁 吳立鈞 姬萱亭
NOJ02 恆毅中學 恆毅創意2 張力仁 陳則愷 吳則毅 李其樺
NOJ03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J.S.D.L 許議鶴 郭育瑄 陳廷鈞 楊智宇
NOJ04 恆毅中學 恆毅創意4 張力仁 黃翊珉 彭健宇
NOJ05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各個都是豬隊友 張富翔 蔡宗晏 顏孝叡 葉柏峙
NOJ06 恆毅中學 恆毅創意5 張力仁 黃楷宸 洪睿呈 李家維
NOJ07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Germination 林郡君 丁珮雯 吳柏諺 鍾定傑
NOJ08 恆毅中學 恆毅創意3 張力仁 林奕辰 余品儒 王麒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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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隊員 隊員

NOS01 恆毅中學 恆毅高中創意1 張力仁 許展豪 鄧智中 許晨皙
NOS02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青葉教 簡茂潭 郭政軒 單相堯 胡佳豪
NOS03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L.I.N.G 李彥廷 林峻宇 林爾德 張維駒
NOS04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城市教育農場 曾裕芬 郭璟萱 陳冠廷 黃騰鋐
NOS05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麥噹噹 蘇正昌 顏紫瑩 李其徽 吳應寬
NOS06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黃金建模師 林明志 郭庭宇 蔡依庭 鄭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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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01 忠孝國中 我小六 陳彥霖 盧楷勛 蔡承偉
NA02 恆毅中學 恆毅足球2 林奕光 李致廷 劉書寰 鍾雨衡
NA03 恆毅中學 聽說你們很強 林志隆 廖苡翔 林祐勝 朱東坡
NA04 恆毅中學 恆毅足球1 伍宏麟 林暐宸 簡凡能 王俊諺
NA05 秀朗國小 我愛秀朗 陳韻如 葉瀚允 周智傑 林韋呈
NA06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GJ-LT 許議鶴 鄧力允 林宸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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