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EA08 新竹縣/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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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2 EE05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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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3 EC02 高雄市 飛躍隊 柯炯廷 周和謙 福山國小 李宥學 右昌國小 吳梓睿 勝利國小

佳作 EA05 台北市 豬立方 陳彥霖 盧均愷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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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B07 新竹縣/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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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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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華國中

佳作 EE04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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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E07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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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E01 台中市 Hacker 林盈吟 陳泊寯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林冠宇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

佳作 EB03 台中市 永隆之星 張安邦 葉哲佑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吳怡璇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蕭立謙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佳作 ED03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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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A02 台中市 Smart Cities 林慧雲 吳彩瑜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潘宇翔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林藤洋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佳作 ED09 台中市 Smart Transport 譚至元 石少閎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蘇微謙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鄭祈恩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佳作 EC03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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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A09 高雄市 金州勇士 鍾榮杰 黃亭禎 高雄美國學校 趙于靚 前金國小 趙常安 明誠國小

佳作 EB05 台北市 cash 陳彥霖 紀東曜 台北美國學校 蔡鎧安 Lester C.Noecker School

佳作 ED05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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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E02 南投縣 Unbreakable 洪國哲 簡銘浩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曹仕杰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顏荷米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

佳作 ED01 基隆市 CURRY 林柏宗 翁翊珉 基隆市暖西國小 翁翊珈 基隆市暖西國小

佳作 EB04 桃園市 特斯Roadster超跑 陳信宏 陳昱璇 私立康萊爾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王姵晴 私立康萊爾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馮炫晴 私立康萊爾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佳作 EC04 台中市 大元之星 陳勁豪 尤柏安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尤柏聿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佳作 EE06 苗栗縣 龍哥1號 黃俊龍 陳稟太 建國國小 陳亮汝 建國國小

佳作 EE03 台中市 Victory 張嘉芯 游尚諭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李冠陞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EE09 桃園市 光明3號 蘇楓鈞 陳柏翰 桃園市光明國小 陳柏荃 桃園市光明國小 黃芸錚 桃園市光明國小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JD02 台中市 我愛惠文 黃凱煇 林宥均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彥廷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晉級 2 JD04 新北市 Amoeba 林志隆 陳胤亘 康橋國際學校 林祐陞 康橋國際學校

晉級 3 JC02 台中市 為什麼要取隊名 黃凱煇 蘇郁暐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鐘茝翔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佳作 JA09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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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B04 台中市 Carry全場 黃凱煇 陳宏洋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邱莛閎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佳作 JD09 台中市 J.T.W 黃凱煇 鄭浚佑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周毓修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佳作 JB02 台北市 創匠先鋒 魏士楷 王治凱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何秉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賴東碩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佳作 JC04 雲林縣 粘老覺得撥雲見日隊 粘振國 林晏徵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育州 雲林縣麥寮國民中學 李祁諺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民中學

佳作 JA05 台北市 我愛吃大bang當 魏智成 施彥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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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佾諾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JA08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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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A07 南投縣 never give up 湯易芝 李欣凌 南投縣立中興國中 洪立宸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佳作 JC07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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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A06 高雄市 e之正心 蔡德暐 孫奇霆 正義國中 張禎祥 正義國中 張曜麟 正義國中

佳作 JC08 台南市 YOYO 孫蜂揮
宋承示

右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宋敏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佳作 JB07 台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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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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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C01 台南市 胡迪 孫蜂揮 林維軒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張凱捷 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佳作 JD06 台中市 Fire Dolphins 黃忠志 呂和鑫 臺中市崇倫國中 王定庭 臺中市崇倫國中 莊敏訢 臺中市崇倫國中

佳作 JD08 台北市 行超 魏智成 張竹均 台北市立南門國中 張亦均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SB06 雲林縣 Fantastic-Philosophy 粘振國 李睿穎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汪柏叡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羅翊宸 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國際部

晉級 2 SB02 新北市 unbeliebobo potato 林奕光 陳冠志 恆毅中學 李致廷 大安高工 蔡承育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3 SB09 台北市 The Final Game 蕭仰均 張治尹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葉佳峻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曹晉瑋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佳作 SA08 新北市/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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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佳作 SA03 新竹縣/新竹市 脫非入歐 林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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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SA09 新竹縣/新竹市 妍芸cross 林郁傑 盧妍蓁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曾梓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SB03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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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SB04 台中市 在深夜的樂高教室遇見菊花 邱浚源 林暐倫 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劉慧祺 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吳嘉銘 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SA04 高雄市 小洛特樂高機器人 柯炯廷 翁證翔 高雄中學 賴東蔚 立志中學高中部 林祐丞 高雄中正高工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A7 臺南市 Tainan Drift 黃國展 黃治齊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黃治翰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羅皓安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佳作 A9 基隆市 哈雷戰士 劉邦仁 劉建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莊勝傑 國立交通大學 劉芷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佳作 A2 嘉義縣 The Best Team 賴文能 林欣磊 國立中正大學 邱翌淳 國立中正大學 楊岳霖 國立中正大學

佳作 A3 苗栗縣 AI Robotics1 林欣磊 李玠澄 苗栗農工 高振育 新竹高中 謝泓逸 明仁國中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OE08 新北市 RD海綿城市 余徹鵬 宋睿軒 桃園市龍安國小 尹宣程 新北市中園國小

2 OE03 桃園市 奇幻隊 鄭頌穎 王泰尹 成功國小 李泓亨 成功國小 吳柏辰 成功國小

3 OE09 台中市 名揚四海 黃聖恩 陳暐涵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歐若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佳作 OE13 臺南市 海東SMART風火輪 趙安琪 賴科亦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鄭澔謙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黃詩媛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佳作 OE01 屏東縣 元氣騎士 周鳳文 陳宥融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呂子翔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周芸禾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佳作 OE02 臺中市 DJ-1 顏榮儀
Edward

Wu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Diego

Liao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陳靖澤 惠文國小

佳作 OE11 臺南市 海東的移動神島 王雅鈴 李鼎祐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張簡子

揚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黃湘晴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佳作 OE19 桃園市 QPPS Super Kids 黃志成 葉定捷 桃園市青埔國小 謝明諺 桃園市青埔國小

佳作 OE06 高雄市 四維文華隊 吳文斌 溫晨佑 四維國小 郭家鴻 四維國小 李岱威 文華國小

佳作 OE04 彰化縣 大成和美隊 陳聯傑 陳書庭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吳宜庭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施永瑞 彰化縣立和美國小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OJ13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聖恩 劉易鑫 文興高級中學 蕭廷緯 文興高級中學 黃彥博 文興高級中學

2 OJ17 新北市 召喚獸 林基揚 陳慶鴻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吳澤寬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許弘毅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3 OJ18 臺中市 機械救火英雄 梁竣貿 曾子荃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蕭聖烝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陳昱澄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佳作 OJ20 桃園市 Penguin Spy 企鵝間諜 鄒政殷 蕭廷睿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中附設國中部 劉睿升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佳作 OJ03 苗栗縣 你有沒有mail?沒有! 吳智偉 潘品哲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王彥鈞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佳作 OJ01 新竹市 無所畏懼 王志偉 陳宣恩 新竹市東區培英國民中學 王禹昊 新竹市東區培英國民中學 李宥岑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國民小學

佳作 OJ07 桃園市 Double Smart 莊岑崇 吳宇硯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莊竣安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李景翔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OJ08 高雄市 樂迷隊 吳文斌 李懿修 立志中學 古瀚之 小港國中 郭城輝 師大附中

佳作 OJ14 桃園市/新竹縣 三創客 羅堅秩 李振皞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陳定豐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林奕宸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諾瓦）

佳作 OJ19 彰化縣 曾子隊 游雅琳 曾敬赫 彰興國中 曾子芸 彰興國中

佳作 OJ22 南投縣 安全小達人 李俊德 李雅婷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陳綋恩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佳作 OJ23 臺東縣 貴族釋迦 邱俊智 蔡昀晉 東海國中 林祐誠 新生國中 柯竣翔 東海國中

進階挑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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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競賽

國小組競賽

高中職組競賽

創意賽國小組

創意賽國中組



2019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桃園智慧城 -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OS04 桃園市 GoGo Smart 大平台 鄒政殷 蔣亦秦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宋宥蓀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2 OS06 桃園市 壢智城市 汪永龍 蔡毅龍 中大壢中 黃敬維 中大壢中

3 OS14 高雄市 LEGO 大榮 周宗元 林琮庭 大榮中學 曾義凱 大榮中學 曾永興 大榮中學

佳作 OS01 新北市 GJ-Bigboss 林郡君 丁珮雯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昭廷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丁佩岑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佳作 OS05 新北市 GJ-OVERLOAD 翁靜宇 黃國豪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李逸凱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盧禹承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佳作 OS10 臺中市 NEOS 鄭可萱 彭偉臣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曾寬程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王致中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OS16 彰化縣 神秘特務 李建嶠 何苡琳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黃伃萱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葉人瑄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OS03 彰化縣 Smart User 鄭安棋 曾苔湘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亮筑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幸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OS02 桃園市 六和JG棒棒好 許文俊 戴琨達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李昱廷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晉級 1 8 台中市 OFDL KFT 黃忠志 吳振一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廖柏翔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晉級 2 13 台中市 OFDL Soccer 黃忠志 王逸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曾家翔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晉級 3 32 台中市 來自泰空 鍾國榮 吳育丞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睿承 南亞技術學院

佳作 7 台中市 想不到吧!!! 胡啟有 謝宗佑 台中高工 廖昱安 溪南國中 胡允瑞 崇倫國中

佳作 18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01 丁富森 蕭柏榮 治平高中 陳昱辰 治平高中 鄭凱軒 治平高中

佳作 15 台中市 Snjh1 胡啟有 楊智仁 台中高工 陳宥霖 台中高工 劉端婷 溪南國中

佳作 31 台中市 Ctrl+S 黃忠志 周佑康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梁書維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佳作 10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聖恩 葉家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柏宇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佳作 2 台中市 騙你的 胡啟有 陳品翰 溪南國中 張皓鈞 溪南國中

佳作 12 台中市 急速魂soul 胡啟有 張均睿 溪南國中 鍾文豪 溪南國中 蕭智鈺 溪南國中

佳作 22 桃園市 神之腳1 蔡坤璋 黃承皓 經國國中(原成功國小) 林采葳 桃園國中(原成功國小) 鄭軒丞 辭修中學(原成功國小)

佳作 6 苗栗縣 勢如破竹 楊高智 陳昱瑄 竹南國中 林若畇 照南國中 張靚安 竹南國中

佳作 24 台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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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3 台中市 福科宸閔之路 何宜霖 李宸宇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鄭閔仁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佳作 19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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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23 台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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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26 高雄市 黑化肥發灰 灰化肥發黑 廖寶瑾 陳星霖 高雄中學 林偉博 高雄中學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1 臺中市 什麼東溪 胡啟有

1 彰化縣 鹿高閃電十一人 楊錦明

1 臺中市 World Champion 2018 廖家問

2 臺中市 夜光閃亮亮復仇者 胡啟有

2 高雄市 e之黃金右腳 蔡豊珍

2 高雄市 e之黃金左腳 蔡豊珍

進階足球組-金屬機器人

WRO足球組

創意賽高中組

涂宣平_高雄美國學校

洪欣妤_高雄師範大學工教系

蔡崧翌_高雄市立文府國中

呂祥宇_高雄市立青年國中

隊員+學校

洪凱威_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陳宥蓁_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周彥廷_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李鼎為_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林弘軒_修平科技大學

楊炳恩_臺中市立溪南國中

陳浩洋_僑泰高級中學

翁承煒_僑泰高級中學
陳渤岳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張恩愷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馮聖祐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施佳頡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余文凱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曾翔聖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林睿煜_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蔡允維_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李聞碩_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蔡允成_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鄭閔仁_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李宸宇_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謝念希_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孫國豪_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珪淮_國立中央大學

施宥鵬_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黃傳恩_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胡允曈_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吳嘉銘_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林暐倫_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劉慧祺_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林子純_僑泰高級中學

方秉利_高雄高工

黃紹承_高雄私立立志中學高中部

張宇揚_高雄市立光華國中

馮威嘉_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