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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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北市 WC01 冠軍No.1 盧宗旻 朱子文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張晨豪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林家鋐 台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2 台北市 WB03 Cat,Dog＆Rat 張瑋珊 周信廷 台北市立金華國民小學 陳玨睿 台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林琦皓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3 台北市 WB05 超夢夢幻 劉得緯 吳律 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 陳柏縉 臺北市幸安國民小學 陳乃瑄 臺北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WA02 Always Win！ 張瑋珊 翁崇軒 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 辛立懷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 洪品逸 新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WA01 邦cool cool 蔡承峰 林蒲嚳 新北市鶯歌國民小學 潘邦睿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佳作 台北市 WB08 啾啾隊 盧宗旻 張洛齊 台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莊駿彥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許之齊 台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WA08 歐巴桑蘭隊 吳孟庭 杜嘉恩 台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Jin Chiang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王靖博 台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WC04 麥當勞 游傑名 楊士博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 張瀚文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魏晧宸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WA07 創匠G小隊 謝羽雯 莊睿程 臺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余子丞 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丁楷維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佳作 新北市 WC02 富岡義勇隊 林芝安 李晨安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王宥勛 台北市大同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WC07 創匠E小隊 謝羽雯 朱靖維 臺北市光仁國民小學 陳瑞龍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WC06 X幻星 蕭丞軒 呂旭文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詹柏軒 長華國際蒙特梭利小學 張釩 啟心蒙特梭利小學（濱江國小）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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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竹縣市 ED06 海豹鱷魚隊 劉宇航 曹家榕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張少滐 新竹市東園國小

2 桃園市 EA04 show好棒棒 蕭柏榮 宋鎮遠 義興國民小學 侯丞謙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 胡昊言 諾瓦小學

3 新北市 EC06 創匠D小隊 魏士楷 陳品霖 台北市古亭國民小學 江翎愷 新北市網溪國民小學 詹昀哲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佳作 台北市 EC04 甭揪甭揪 洪子銘 陳明澤 台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王紹齊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ED09 Redrobot 莊慧琳 魏子家 台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陳暐中 台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蔡品宥 台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佳作 新竹縣市 EC08 河馬突襲隊 劉宇航 邵楷棠 大同國小 吳宇恩 楊梅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EC05 三個傻瓜 邱霖緯 楊亞東 台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賴敬傑 台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劉瀚陽 台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ED04 創匠C小隊 魏士楷 陳語淇 臺北市古亭國民小學 詹翔宇 新北市興南國民小學 吳奕儒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佳作 新北市 EA07 創匠B小隊 魏士楷 陳星佑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謝宗祐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柏廷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EA06 特斯拉棒棒 邱霖緯 梁瑞予 新北市育才國民小學 梁齊允 新北市育才國民小學 陳泓穎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佳作 新北市 EC01 必買夢想隊 汪育緯 馬瑜成 康橋國際學校 許翰祥 大崙國民小學 張允碩 康乃薾國民中小學

佳作 新北市 EB06 樂奇B 陳宣宏 廖祐得 光華國小 王唯洵 光華國小

佳作 桃園市 ED02 Kito好棒棒 黃雅謙 陳品儒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 王金程 桃園市私立有德雙語中小學 涂祐銓 內定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ED01 銀河隊 游傑名 鄧閎澤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胡用秦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EA05 小馬利歐 魏智成 呂美成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黃煒家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莊書宇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佳作 台北市 EB10 WTO 任泓憶 陳璽安 桃園市莊敬國民小學 梁宇晟 台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

佳作 新北市 EC03 凱旋隊 吳彥陞 曾巧馨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王紫彤 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于巧潔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EB07 Firerobot 莊慧琳 陳約澔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李勁輝 臺北市大直國民小學 簡楷原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佳作 台北市 EB03 快樂台北六隊 魏智成 林泓宇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林品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張菡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佳作 新北市 EB02 樂奇A 陳宣宏 卓永彬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小學部 錢柏亨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小學部 錢泱慈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小學部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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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竹縣市 JA04 A5李魚 劉宇航 劉其叡 新科國中 李子安 新竹縣立仁愛國中

2 新竹縣市 JB08 杰翔偉恩好棒棒 劉宇航 謝杰翔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戴偉恩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3 台北市 JC02 創匠小黑機 魏士楷 何秉諭 台北市立明湖國中 林敬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宜峰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佳作 新竹縣市 JA02 神隊友 陳沁怡 邱義淜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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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台北市 JA01 Greatrobot 郭紀廷 洪晧翔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洪家澤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謝勝雄(Maxwell Hsieh) 台北美國學校

佳作 台北市 JB02 Wiserobot 郭紀廷 陳昱喆 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准榗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晨維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台北市 JC09 Smartrobot 郭紀廷 莊道程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ason Sun 康橋國際學校 張洺榤 台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佳作 台北市 JC04 教練好潮 陳彥霖 黃書庭 Grace Christian Academy 陳長威 Grace Christian Academy 張鼎祥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佳作 台北市 JB07 Wowrobot 郭紀廷 陳宥辰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黃裕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游閎鈞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台北市 JA06 快樂台北二隊 陳穎瀚 柯均懋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鄭翔元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吳碩濮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佳作 新竹縣市 JA10 深海大魷魚 劉宇航 林佾昊 培英國中 郭又愷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林承翰 建華國中

佳作 新竹縣市 JB03 行人優先 林錫鈞 林肯謙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彭聖皓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謝京展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佳作 新北市 JB06 夢想必買隊 汪育緯 許嘉陽 大園國民中學 周煜和 靜心國中

佳作 新竹縣市 JC05 秋葵高麗菜 劉宇航 邱紀寰 新竹市曙光女子高級中學曁附設國中 蔡尚融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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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竹縣市 SB02 歐拉歐拉 林郁傑 温揚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蘇一翔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2 新竹縣市 SA02 Star Wars 林郁傑 林廷威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鍾尚修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林佳佑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3 新竹縣市 SA06 脫非入歐 林郁傑 盧妍蓁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陳建唯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佳作 台北市 SA03 你行不行 洪子銘 蔡智宇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卓宏誌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李芯語 新北市天主教崇光女中

佳作 新竹縣市 SB06 非贏不可 林郁傑 劉育成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張峻瑋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佳作 台北市 SA04 創匠大灰機 魏士楷 王治凱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許睿哲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林宸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佳作 台北市 SA08 I wanna know 洪子銘 葉泓緯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鄭安晴 新北市天主教崇光女中 林孟萱 新北市天主教崇光女中

佳作 台北市 SB05 我有特別了不起的神經 洪子銘 曾安華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琬芸 新北市天主教崇光女中 黃咨綺 新北市天主教崇光女中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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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桃園市 OE01 霧煞煞 蕭宏文 賴文宥 桃園市立中正國民小學 吳宥祈 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學 陳呂安 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學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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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桃園市 OJ02 Easy to Go 城市綠行動 宋凌飛 劉睿升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張凱椉 新興國際中小學 宋睿軒 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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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桃園市 OS01 小茅立大功 宋凌飛 蔣亦秦 治平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學校 邱顯宸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宋宥蓀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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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桃園市 V3 治平好棒棒03 鄒政殷 許宏維 治平高中 蕭尊晧 治平高中 許晏益 治平高中

2 桃園市 V1 治平好棒棒01 古雲賜 吳天皓 治平高中 謝耀煒 治平高中 譚宇芯 治平高中

3 桃園市 V2 治平好棒棒02 丁富森 陳昱辰 治平高中 黃冠語 治平高中 傅駿庭 治平高中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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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北市 ME01 板橋愛彌兒補習班 林韋彤 呂秉澔 新北市板橋區愛彌兒美語技藝短期補習班

名次 縣市 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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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北市 MS01 非洲外星人 洪子銘 蔡智宇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葉泓緯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新北市 MS02 非洲外星人的朋友 洪子銘 卓宏誌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曾安華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Matrix循跡挑戰賽-國小組

Matrix循跡挑戰賽-國中組

競賽WeDo組

`競賽國小組

創意賽高中組

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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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國中組

競賽高中組

創意賽國小組

創意賽國中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