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狀態 暫時序號
隊伍編號

(現場抽籤)
隊伍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已完成 1 桃園市 WRO足球賽 CLVS 王玉華 吳懿芳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
范韋婷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

已完成 2 新北市 WRO足球賽 H.J. 謝朝安 胡定庠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簡振宇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已完成 3 台北市 WRO足球賽
I Smell The Plane

Tickets.
蕭仰均 陳柏安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王鼎鈞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已完成 4 新北市 WRO足球賽 J.D. 謝朝安 鄒宇旻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戴凡峰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已完成 5 新北市 WRO足球賽 K.L. 謝朝安 郭以明 台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李承翰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已完成 6 新北市 WRO足球賽 L.K 謝朝安 林樺霖 台北市立中山國中 柯幃膨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已完成 7 新北市 WRO足球賽 S.H. 謝朝安 蘇柏愷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許品浩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已完成 8 新北市 WRO足球賽 W.S. 謝朝安 吳尚圃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許友懌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已完成 9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內壢治平好棒棒02 丁富森 范家睿 內壢國中 林信全 內壢國中 許宏維 治平高中

已完成 10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內壢治平好棒棒03 丁富森 胡淳謹 內壢國中 葉哲愷 治平高中 徐裕明 治平高中

已完成 11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六和資訊好棒棒01 許文俊 張言豪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王耀霆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彭建杰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已完成 12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六和資訊好棒棒02 許文俊 黃翊暘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劉家宏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石議鈞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已完成 13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六和資訊好棒棒03 許文俊 謝進權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戴琨達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傅宇揚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

級中等學校

已完成 14 桃園市 WRO足球賽 同德治平好棒棒01 楊秀全 高勖宸 同德國小 姚立元 同德國小 吳怡惠 治平高中

已完成 15 新北市 WRO足球賽 我愛恆毅4 林奕光 黃帝勝 恆毅中學 黃帝竤 恆毅中學 林韋呈 恆毅中學

已完成 16 新北市 WRO足球賽 我愛恆毅6 伍宏麟 陳則愷 恆毅中學 張祐恩 恆毅中學

已完成 17 新北市 WRO足球賽 我愛恆毅7 林奕光 黃韋倫 恆毅中學 廖子賢 恆毅中學 簡上恩 恆毅中學

已完成 18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治平好棒棒01 鄒政殷 蕭柏榮 治平高中 陳昱辰 治平高中 鄭凱軒 治平高中

已完成 19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治平好棒棒02 鄒政殷 王旭成 治平高中 張嘉佑 治平高中 趙晉 治平高中

已完成 20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治平好棒棒03 鄒政殷 蕭尊晧 治平高中 許晏益 治平高中 余冠儒 治平高中

已完成 21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桃中好棒棒1 黃雅謙 韓云開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陳志瑄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朱堉彣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已完成 22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桃中好棒棒2 黃雅謙 林立宇 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黃柏崴
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振聲高級中等學校
林彥宇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已完成 23 桃園市 WRO足球賽 桃中好棒棒3 黃雅謙 邱冠磬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黃之庭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巫亭緯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已完成 24 桃園市 WRO足球賽 神之腳 蔡坤璋 陳文嚴 桃園市成功國小 劉秉岳 桃園市成功國小 蔡秉鈞 桃園市成功國小

已完成 25 新北市 WRO足球賽 教練好帥 陳穎瀚 廖柏瑋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翁士軒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韋翰 台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已完成 26 台北市 WRO足球賽 教練好瘦 陳穎瀚 張善鈞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蘇廷茂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已完成 27 新竹縣市 WRO足球賽 球場奇蹟 陳龍雄 李柏翰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洪睿遠 新竹市私立曙光國中

已完成 28 桃園市 WRO足球賽 經國校草 陳伯延 嚴得睿 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王寬羽 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楊閎宇 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2019 WRO國際奧林匹亞智能機器人聯盟賽_北區區賽_WRO足球賽(28)



報名狀態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A桌

EA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April 1st 紀韋志 林奕蓁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

小學
蕭其羽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EA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 and R 李虹儀 楊承叡 新北市立後埔國小 陳宥成 新北市立後埔國小

EA03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一拍即合 林柏宗 汪子淮 基隆市私立二信小學 黃毓棠 基隆市私立二信小學

EA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合歡山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歐家豪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黃皓晨 康橋國際學校 鄭乃睿 新北市廣福國民小學

EA05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光復戰士 洪子銘 陳明澤 臺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張兆源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王紹齊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EA06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要第一名 邱奕程 林鎮宇 南美國民小學 廖育銓 文山國民小學

EA07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勇士隊 劉宇航 陳湛方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

學
張少滐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于上鈞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EA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捷客 汪育緯 周煜和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許嘉陽 桃園市立大崙國民小學 許翰祥 桃園市立大崙國民小學

EA09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黑科技集團 劉宇航 舒承浩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

學  
曹家榕 國立科學園區實驗小學 于上迪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EA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羅伯特發大財 葉思齊 張均愷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

級中學-小學部
黃品銜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

學-小學部
江瑞齊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

學-小學部

B桌

EB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avenger 蔡仕筌 邱柏凱 台北市康寧國小 黃千岳 台北市內湖國小

EB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1 魯適維 游閎鈞  內湖國小 尹作暄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林辰澔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

EB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二諸一蜀三曉武 陳彥霖 鄭翔元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董千弘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謝和恩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EB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阿里山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黃一祐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傅瑞寬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楊赫
新北市裕德雙語高級中學小

學部

EB05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天狼星 翁阡培 林秉荃
新北市私立欲德雙語高

級中學-小學部
林冠宇

新北市私立欲德雙語高級中

學-小學部

EB06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要選中二的名字 邱楷庭 楊亞東 臺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劉瀚陽 臺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賴敬傑 臺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EB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昶昶霖 陳彥霖 吳昶佑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中部
謝承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中部

EB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敏捷戰隊 陳子揚 濮子竣 臺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王奕凡 私立康橋小學 陳韋仲 臺北市明道國民小學

EB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黑豹 陳子揚 莊竣崴 私立康橋中學 周宇辰 臺北市北政國民中學

EB10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歡樂 陳彥霖 郭菡千 台北市立中正國小 陳柏崴 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 陳怡睿 台北市立民生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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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狀態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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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桌

EC01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Candice,Harry, and Tommy 王昱翔 葉昌昱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

小學
葉桑昱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陳品榕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EC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2 魯適維 康景棠 臺北市大湖國民小學 王宥文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陳約澔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EC03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二龍戲珠 林柏宗 黃靖軒 基隆市信義國小 曾柏諺 基隆市深美國小 游浩龍 基隆市東信國小

EC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聖母峯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王正毅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趙安凱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EC05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同德好棒棒 楊秀全 楊喬鈞 桃園市同德國小 謝少軒 桃園市同德國小 戴鏮洺 桃園市同德國小

EC06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們要晉級 陳彥霖 蘇雋安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沈圻翰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EC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派大星 翁阡培 孫胤滔
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

小學
林軒惟 台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

EC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第二分隊 陳宣宏 林子濬 民安國小 林漢勳 昌隆國小

EC09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媽祖託夢 鄭俊呈 沈瀚宥 青溪國民小學 蔡明哲 青溪國民小學 王尚郁 青溪國民小學

EC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忠義小小兵 陳穎瀚 蔡丞冠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

小學
許為忠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陳奕翰 新北市天主教聖心小學

D桌

ED01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curry 林柏宗 翁翊珉 基隆市暖西國小 翁翊珈 基隆市暖西國小

ED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3 魯適維 江學甫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林書羽 南湖國小 劉權鋐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ED03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三人必行 林柏宗 黃聖堯 基隆市深美國小 陳毅杰 基隆市深美國小 黃啟恩 基隆市深美國小

ED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熊讚 陳子揚 林孟學 台北市志清國民小學 簡讚 新北市北新國民小學 黃勃岳 新北市北新國民小學

ED05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同德好讚讚 楊秀全 沈喬俊 桃園市同德國小 黃悠捷 桃園市同德國小 李品寬 桃園市同德國小

ED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們這一隊 陳宣宏 王唯倫 光華國小 王唯洵 光華國小 廖祐得 光華國小

ED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秋名山上的老司機 葉思齊 簡立恩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

學-國中部
邱議德

As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cademy

ED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陳馬兄弟 汪育緯 陳冠語
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

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馬瑜成

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

等學校-小學部

ED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想不到吧人類 張嘉玓 姚秉洋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

小學
姚子芸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

ED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成功騎士 陳穎瀚 孫識傑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

小學
李翊丞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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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桌

EE01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夏儀隊 李海清 謝京展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邱宥杰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陳俊言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EE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E.C. Plus 李虹儀 劉孟璇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張樂詒 新北市埔墘國民小學

EE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4 魯適維 江宗叡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陳秉陽 大安國小 王于謙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EE04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三頭六臂 林啟立 林誠佑 基隆市仁愛國小 許元曦 基隆市仁愛國小 李宥澂 基隆市信義國小

EE05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藍鵲 陳子揚 李裴家祿 臺北市力行國民小學 唐品頡 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 曾意然 新北市新店國民小學

EE06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好奇 陳彥霖 林品諺 台北市立仁愛國小 楊宏琪 康橋國際學校 柯均懋 台北市立仁愛國小

EE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都可以 張嘉玓 陳竑睿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 陳品諭 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民小學

EE08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貞豬洪查 劉宇航 黃靖崴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級中學國小部
邵楷棠 新竹縣竹東大同國民小學 林承翰 新竹市立新竹國民小學

EE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極速火神 李冠翰 黃琯博
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

小學部
江廷恩

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部

F桌

EF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EV3樂高戰隊 侯俊宇 林秉坤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曾哲宥 新北市立埔墘國小 曾湘尹 新北市立埔墘國小

EF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5 魯適維 陳宥辰 明湖國小 王永富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陳冠熏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EF03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大勇最強棒 邱奕程 呂承遠 大勇國民小學 謝景旭 大勇國民小學

EF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台灣觀音山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劉威捷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

學
蔡睿陽 新北市安和國民小學

EF05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好棒棒 鄭俊呈 鄭博駿 青溪國民小學 陳常盛 青溪國民小學 戴裕珉 青溪國民小學

EF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我想不到隊名 張嘉玓 蔣安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國中部
謝秉佑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洪亦辰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EF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創世神好棒棒 陳彥霖 邱宥霖 台北市立信義小學 施彥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EF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雷霆2.0 王昱翔 張瑋宸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

小學
林宥盛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EF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K&A 陳穎瀚 葉成彬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

小學
陳楷鈞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

學附設小學部
陳以樂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

學附設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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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桌

EG01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Excuse me Sir 張嘉玓 邱世昕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

學
汪柏岑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EG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6 魯適維 魏子家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

小學
洪家澤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 吳睿庭 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

EG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大雄隊 翁阡培 陳宥勳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

小學
陳國忻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EG04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四平八穩 林啟立 簡甫丞
基隆市私立輔大聖心小

學
廖力慷 康橋國際學校

EG05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好棒棒 陳彥霖 曾偉華 台北市立三玉國小 張秉濬 台北市立三玉國小

EG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奇蹟世代 巫若綺 陳品儒 新北市鶯歌國小 陳沛素 新北市鶯歌國小 陳品潔 新北市鶯歌國小

EG07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宸予承Go棒 王宣惠 楊秉宸 桃園市同德國小 胡予恩 桃園市同德國小 黃悠承 桃園市同德國小

EG08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創匠麻糬機 魏士楷 林敬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小部
鄭安哲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陳語淇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EG09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滿分 陳彥霖 李享宸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

學
周辰蔚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EG10 新北市 國小組 真理大石頭 陳穎瀚 林凱禾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

小學
李浩緯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 陳柏宇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

H桌

EH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H2O喔-水喔 張昊宇 廖柏勛 臺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蔡秉恩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小 徐嘉成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EH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BH7 魯適維 謝閎唯 麗湖國小 汪邦庭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林品睿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EH03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觸電小神童V2 李冠翰 王麒鈞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

小學
徐裔哲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花楷勛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EH04 基隆市 WRO競賽-國小組 必勝戰隊 林柏宗 陳巧安 基隆市東信國小 王茂宇 基隆市東信國小

EH05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安迪森 李海清 王柏翔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

學
陳柔安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張育仁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EH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承澤為王 張嘉玓 林澤宇 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小 周承叡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

EH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弱雞  ALL STAR 陳彥霖 林泓宇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小部
蔡鎧安 Lester C.Noecker School 李旭斌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

部

EH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程式兄妹 陳彥霖 陳定為 新北市永福國小 陳定昀 新北市永福國小

EH09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劍橋B隊 陳信宏 陳昱璇
私立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國小部)
簡伯霖 中山國小

EH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凱旋 吳彥陞 曾巧馨 新北市秀朗國小 楊昊寧 台北市博愛國小 關景中 新北市育才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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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桌

EI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I Forgot 葉思齊 Warren Lai
Taipei American

School
林侑新 臺北市河堤國小

EI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Rubik's Cube 李冠翰 魏舶安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

小學
歐柏賢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方柏鈞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EI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幻影突擊 張昊宇 林泓曜
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

小學
王鈞宥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小 黃菘洋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EI04 花蓮縣 WRO競賽-國小組 白虎頑家 曾碩 蘇宏楷 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 吳秉欣 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

EI05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成功之星 許財得 林治鈞 桃園市經國國中 吳啟辰 桃園市成功國小 林奕安 桃園市成功國小

EI06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河馬突襲隊 劉宇航 邱紀寰
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

學
林俊騰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林佾昊 新竹市高峰國民小學

EI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晉級即可隊 李虹儀 劉守謙 溪洲國小 林品睿 榮富國小 劉仲翔 太平國小

EI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給裁判一袋錢 李虹儀 王冠鈞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曾稟珅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EI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樂奇棒棒隊 陳信宏 王宸華 桃園市長庚國小 陳靖鈞 大浦國小 陳廷亮 桃園市長庚國小

EI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成功騎士 陳穎瀚 孫識傑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

小學
李翊丞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J桌

EJ01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JG好棒棒 詹勳麟 王金程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

小學
謝欣叡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EJ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SuperGo 陳彥霖 陳宏洋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中部
陳宏治 康橋國際學校 張詠程 康橋國際學校

EJ03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水瓶座 李虹儀 廖彧岑 新北市立後埔國小 曾梓瑜 新北市立後埔國小

EJ04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皮卡丘發大財 陳彥霖 賴相宇 台北市立信義小學 葉均浩 台北歐洲學校

EJ05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有關係 紀韋志 葉宸瑄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

小學
陳律臻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姜信菄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EJ06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炒李子 劉宇航 李子安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

小學
蔡尚融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光

武國中
薛宇峻

新竹縣道禾實驗學學校-小學

部 

EJ07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桃小好棒棒 黃文志 李羿賢 桃園國小 李秉駿 桃園國小 劉澤 桃園國小

EJ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超級Yee恐龍X 李冠翰 劉昱賢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小

學
徐浩庭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葉宸睿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EJ09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鋼鐵河粉,氣氣氣氣氣 陳彥霖 孫翊銓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小部
李虹寬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夏知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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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桌

EK01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LEGOEV3 張嘉玓 周劭璁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

學
李恆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EK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Surmount oneself 黃得榮 董品杉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小

學
李權祐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小學

EK03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水滴逃跑跑 陳子揚 陳昱彰 臺北市古亭國民小學 蔡孟修 新北市中正國民小學 詹博登 新北市中正國民小學

EK04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立方豬 陳彥霖 謝婷如
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國中部
劉承諺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林至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中部

EK05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快樂 陳彥霖 李訓霆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張鼎祥 台北市立仁愛國中

EK06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小組 矽星 曾淑華 蘇子斐 新竹縣十興國小 張軒睿 新竹縣興隆國小

EK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特斯拉小暴龍 邱楷庭 陳敬 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 梁瑞予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梁齊允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EK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超級小孩 張嘉玓 劉育安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國小 陳爰寯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 飛宥鈞 輔大聖心小學

EK09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鋼鐵超人 邱奕程 陳志鑫 青溪國民小學 陳壬騰 青溪國民小學 林禹翰 青溪國民小學

L桌

EL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Magic Square 張昊宇 陳致穎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

小學
褚宥澤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EL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WRO2018 張嘉玓 蔡宗軒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

小學
王柏鈞 台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

EL03 花蓮縣 WRO競賽-國小組 北昌魔方戰隊 曾碩 曾敬硯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陳品熙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EL04 桃園市 WRO競賽-國小組 仿生獸GO！ 王士熏 葉子誠 青溪國民小學 蔡准宇 同安國民小學

EL05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寶可夢進擊 陳穎瀚 謝綺倫 臺北市立幸安國民小學 蔡硯程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張睿哲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EL06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非洲象愛摔角教練高瘦富帥 陳彥霖 朱承恩 台北市立建安國小 盧均愷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吳旻哲 台北市立金華國中

EL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問號隊 李冠翰 朱詠謙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國小部
林軒至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張丞毅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EL08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超級旋風隊 李冠翰 楊巽宇 台北市民權國小 江碩文 台北市民權國小

EL09 台北市 WRO競賽-國小組 蕾天 邱楷庭 王迦蕾 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學 王昊天 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學 陳泓穎 康橋國際學校 林口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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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

JA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OK隊 魏智成 葉書妍 台北歐洲學校 陳昱菁 台北市仁愛國中

JA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ACJ 許豑尹 許馨云 康橋國際學校 盧昱瑋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王昱鈞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JA03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GJ-啦啦隊 潘國正 潘昭廷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昭明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黃柏翔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JA04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2 魯適維 莊道程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范至翔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陳昱喆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

學

JA05 基隆市 WRO競賽-國中組 七縱七禽 林柏宗 簡上豪 基隆市銘傳國中 楊廷恩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邵海寧 基隆市碇內國中

JA06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中組 天外奇蹟 陳沁怡 鍾尚哲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劉晨緯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翔宇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JA07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中組 安爹光頭 李海清 林煒紘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劉其叡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JA08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我要喝飲料 紀韋志 許博鈞 台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林裕舜 台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JA09 桃園市 WRO競賽-國中組 瘋狂機械手 王星 張彥綸 桃園市慈文國中 孫熙甫 桃園市慈文國中 凃仁恩 桃園市立同德國中＿

JA10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QQ 魏智成 王彥茗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 蘇致丞 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JA1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Amoeba 林志隆 陳胤亘 康橋國際學校 林祐陞 康橋國際學校

JA12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6 魯適維 王乙勳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

中部
任宥寧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吳宸安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

中部

B桌

JB0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三人行必有我師隊 魏智成 許心榕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 林昕諺 新北市重慶國中 黃士恩 新北市忠孝國中

JB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Challenge accept 黃得榮 郭維皓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張益和 台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彭子齊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JB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3 魯適維 蔡習創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蘇柏銓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
王廷宇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國中部

JB04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Thermo Control 葉思齊 Owen Lai Taipei American School 陳宇綸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

JB05 基隆市 WRO競賽-國中組 八面威風 林柏宗 傅柏閎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皓軒 基隆市銘傳國中

JB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台灣雪山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徐語馡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

中部
黃歆雅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

中部

JB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行雲流水 蔡嘉聰 林亮澐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蔡宗晏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黃冠宸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JB08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8 伍宏麟 馮家宏 恆毅中學 林禹瀙 恆毅中學 林晑民 恆毅中學

JB09 桃園市 WRO競賽-國中組 劍橋A隊 陳信宏 彭民寬 桃園市慈文國中 葉尚綸
天主教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國中部

JB10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我愛吃大bang當 魏智成 戴佾諾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何秉諺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施彥綸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JB1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Pursue dream 黃得榮 陳源崧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

學
潘禹丞 台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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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桌

JC0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Champion instinct 伍宏麟 蔡政哲 恆毅中學 鍾雨衡 恆毅中學 郭昱宏 恆毅中學

JC02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S 許豑尹 盧郁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

中學
王晴妍 康橋國際學校

JC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4 魯適維 陳建昕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國中部
洪晧翔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陳柏屹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國中部

JC04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YT : leifalme 葉思齊 丁品文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國中

部
陳學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陳冠穎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JC05 基隆市 WRO競賽-國中組 五穀登峰 林柏宗 許宇賢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楊沛軒 基隆市碇內國中 蕭子桓 基隆市信義國中

JC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台灣陽明山機器人協會 張嘉豪 劉肇霖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黃彥鈞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孫郁翔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JC07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快樂大恐龍 李冠翰 簡于翔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許洵睿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JC08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中組 奇特海螺 李海清 黃裕翔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翁靖智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曾彥翔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JC09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樂奇國中組 陳宣宏 賴君彥 恆毅中學 王婯穎 新莊國中 鄭余懿 恆毅中學

JC10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行超 魏智成 張竹均 台北市立南門國中 張亦均 台北市立南門國中

JC1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小胖好帥 林志隆 李曜安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睿璿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胡紘愿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D桌

JD01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肉包 魏智成 陳右叡 台北歐洲學校 黃書庭 台北恩慈美國學校 郭宸維 台北美國學校

JD02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CHBB 葉思齊 蔡其翰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

學-國中部
吳詠承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

學-國中部
游凱翔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

學-國中部

JD03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1 魯適維 劉冠威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林璟君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

學
林瑞宏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JD04 基隆市 WRO競賽-國中組 六出奇計 林柏宗  魏炳峰 松山工農 魏丰修 基隆市武崙國中 陳柏維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JD05 新竹縣市 WRO競賽-國中組 安爹平頭 李海清 李子平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民中

學
謝杰翔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戴偉恩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JD06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快樂中恐龍 李冠翰 黃博崇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魏廷諺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JD07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創匠小黑機 魏士楷 王治凱 台北市立明湖國中 何秉諭 台北市立明湖國中 賴東碩 台北市立明湖國中

JD08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ティラナ・バルシュ・ミルヴォイ・ラータ＝

イムセダーリャ・イェ・テベレーナ・デヴォ

ル＝ネラーノ・セーヤ・ネル・エクセディリ

カ

葉思齊 張祐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黃鼎紘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JD09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嚇到吃手手 魏智成 馬佳鈺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國

中部
魏敬恒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陳研青 台北市立弘道國中

JD10 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RBH5 魯適維 吳安豐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國中部
林庭旭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國中部
林郁翔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D11 新北市 WRO競賽-國中組 名字真難取 林志隆 李明駿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胤筌 康橋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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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

SA01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治平好棒棒01 丁富森 朱靖民 治平高中 蔡定倫 新竹高工 李宇承 治平高中

SA02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unbeliebobo potato 林奕光 陳冠志 恆毅中學 李致廷 大安高工 蔡承育 恆毅中學

SA03 新竹縣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脫非入歐 林郁傑 盧妍蓁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蘇一翔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林彥妮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SA04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特斯拉-陽明 洪子銘 宋起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廖謙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卓宏誌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SA05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Hello World 莊富盛 莊秉澂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吳紹祺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

校
黃 勛 大華高級中等學校

SA06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噢啦！噢啦噢啦~ 許國財 王耀輝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葉向榮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呂松諭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A07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First 葉思齊 龎皓中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朱禎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

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李科邑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SA08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治平好棒棒02 鄒政殷 張嘉佑 治平高中 黃柏原 治平高中 許博凱 治平高中

B桌

SB01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治平好棒棒09 丁富森 黃廉鈞 治平高中 李晨碩 治平高中

SB02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閃亮亮復仇者 林柏宗 劉明捷 松山高中 林祥庭 育成高中

SB03 新竹縣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猶豫，就會敗北 林郁傑 陳建唯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鍾尚修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林柏勳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SB04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淡江三傑 張家銘 鄭丞宏 淡江高中 廖柏睿 淡江高中 林俊儀 淡江高中

SB05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沒有皮爸的老皮 許國財 宋佳瑋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林瑋翔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魏薪祐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B06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Funny Robot - Devil 葉宗達 李佳璋 啟英高中 陳宗昀 啟英高中 李明融 啟英高中

SB07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Le 葉思齊 范閎凱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李宣邑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李旻育

SB08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RBH1 魯適維 賴威廷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彭康軒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黃子軒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C桌

SC01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Splash Bro 葉思齊 何宸瑋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林祐生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

中學

SC02 桃園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Funny Robot - Evil 宋清風 許芳誠 啟英高中 楊立安 啟英高中 劉家壬 啟英高中

SC03 新竹縣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非贏不可 林郁傑 劉育成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林廷威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曾緯綸 文藻外語大學

SC04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特斯拉-大安 洪子銘 葉泓緯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蔡智宇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曾安華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SC05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GJ-啦啦啦 張富翔 林健川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陳奕辰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陳廉宏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SC06 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東海一條龍 許國財 葉詠豪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陳峮璽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蔡正陽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C07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Boston Cockroach 葉思齊 汪劭勳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張祐祥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戴祺原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SC08 台北市 WRO競賽-高中職組 RBH2 魯適維 陳暘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吳英翔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陳昱睿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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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狀態 暫定序號 隊伍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已完成 1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AI 先鋒隊 梁復興 沈宥妍 裕民國小 沈宥謙 裕民國小

已完成 2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AI 魔女隊 梁復興 王翕咏  西門國小 沈虹 青溪國小

已完成 3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WIZ*ONE 梁復興 鄭云柔 裕民國小 丁采昕 裕民國小

已完成 4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少女時代 梁復興 黃湘婷 裕民國小 沈宥槿 裕民國小

已完成 5 基隆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段考爆爆爆 李詩源 吳灝諭 基隆二信高中 廖晨瑋 基隆二信高中 黃志緯 基隆二信高中

已完成 6 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紅鯉魚 魏秀恬 許添睦
臺北市立蘭雅國

民中學
曾子宸

臺北市立蘭雅國

民中學

已完成 7 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特斯拉-大安 洪子銘 葉泓緯
臺北市立大安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智宇

臺北市立大安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曾安華

臺北市立大安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已完成 8 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特斯拉-陽明 洪子銘 宋起綸
臺北市立陽明高

級中學
廖謙

臺北市立陽明高

級中學
卓宏誌

新北市私立南山

高級中學

已完成 9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特斯拉小暴龍 洪子銘 梁瑞予
新北市私立育才

國民小學
梁齊允

新北市私立育才

國民小學
陳敬

臺北市立博愛國

民小學

已完成 10 基隆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崴緯廷隊 李詩源 張智崴 基隆市二信高中 江哲緯 基隆市二信高中 陳威廷 基隆市二信高中

已完成 11 基隆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寧崴恩隊 李詩源 胡芷寧 基隆市二信高中 曾聖崴 基隆市二信高中 劉愖恩 基隆市二信高中

已完成 12 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綠鯉魚 魏秀恬 李晨琳
臺北市立蘭雅國

民中學
葉家源

臺北市立蘭雅國

民中學

已完成 13 基隆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齊博隊 李詩源 李昀齊 基隆二信高中 潘宥博 基隆二信高中 張祐嘉 基隆二信高中

已完成 14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聰明AI 梁復興 鄭畇弘 裕民國小 丁品涵 裕民國小

已完成 15 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蕾天 洪子銘 王迦蕾
臺北市立西松國

民小學
王昊天

臺北市立西松國

民小學

已完成 16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DCT1 黃奕傑 吳侑珊
桃園市桃園區永

順國民小學

已完成 17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DCT2 黃奕傑 郭邑安
桃園市桃園區西

門國民小學

已完成 18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DCT3 黃奕傑 姜宏澧
桃園市桃園區同

德國民小學

已完成 19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DCT4 黃奕傑 黃致道 桃園市莊敬國小

已完成 20 桃園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DCT5 黃奕傑 杜昊宸
桃園市蘆竹區光

明國民小學

已完成 21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奇蹟隊 汪育緯 陳辰諺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王唯安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已完成 22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叫我第一名 汪育緯 王唯安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陳辰諺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已完成 23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達正number one 董克讓 賴宥宇 忠義國小 丁乙芮 鷺江國小

已完成 24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達正小生物 董克讓 楊羿亭 忠義國小 賴宥宇 忠義國小

已完成 25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達正帥哥 董克讓 朱秉翊 忠義國小 許恆偉 忠義國小

已完成 26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達正star 董克讓 周灝 忠義國小 楊羿亭 忠義國小

已完成 27 新北市 Matrix 智慧循跡車競賽 達正happy 董克讓 蔡明翰 忠義國小 朱秉翊 忠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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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狀態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A桌

已完成 WA01 新竹縣市 WEDO競賽 Ｘ－機器超人 高慧萍 郭又嘉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國

小
羅唯恩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

小
黎士霆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

小

已完成 WA02 台北市 WEDO競賽 小虎隊 張育睿 江承育 新民國小 余若凡 復興國小

已完成 WA03 台北市 WEDO競賽 暴風閃電隊 蕭丞軒 陳昱璋 華興國小 呂旭文 華興國小

已完成 WA04 台北市 WEDO競賽 必勝客 張瑋珊 葉紫潔 康橋國際學校 沈宇葳 康橋國際學校 周禹澔 新北市北大國民小學

已完成 WA05 台北市 WEDO競賽 暴龍 蔡承峰 洪浩雲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

民小學
何正新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

民小學
林拓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A06 新北市 WEDO競賽 樂高吸血鬼之謎 游傑名 于巧潔 新北市秀朗國小 王紫彤 台北市銘傳國小 葉城林 新北市秀朗國小

已完成 WA07 新竹縣市 WEDO競賽 新湖隊 高慧萍 謝采霏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

民小學
蘇呈諺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

民小學
謝采潔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A08 新北市 WEDO競賽 智慧城市祐芹小車 曾世佳 鍾尚祐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民小學
楊宛芹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A09 台北市 WEDO競賽 勝利 張瑋珊 林澤勳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

民小學
張立絃

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

學
林晉君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

民小學

B桌

已完成 WB01 台北市 WEDO競賽 暴風鍬形蟲隊 張育睿 張釩 啟心國小 詹柏軒 長華國小

已完成 WB02 新北市 WEDO競賽 智能小車蔚心1號 曾世佳 王家蔚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民小學
鄭雅心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B03 台北市 WEDO競賽 BG33 蕭丞軒 戴敬庭 碧湖國小 賴宥瑞 碧湖國小

已完成 WB04 台北市 WEDO競賽 玩具 張瑋珊 辛立懷 新北市新興國民小學 魏子喬 臺北市道明國際學校 黎連城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B05 台北市 WEDO競賽 森皛 蔡承峰 歐柏均 臺北市薇閣國民小學 王柏人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

小
王柏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B06 台北市 WEDO競賽 CinJa 張昊宇 莊詠程
臺北市之道學習(自

學)
林聖傑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

民小學

已完成 WB07 新北市 WEDO競賽 樂高科技 楊裕權 林守和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

民小學
林守廉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

民小學
林永祥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

小

已完成 WB08 新竹縣市 WEDO競賽 Ｘ－Lego發明隊 高慧萍 張鑽銓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國

小
張庭甄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國

小
林霆瑞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國

小

已完成 WB09 新北市 WEDO競賽 迷宮賽車 曾世佳 李彧華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

民小學
吳苡甄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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