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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區(44)

ES01 中南區 台南市 南科未來隊 王裕中 李忻叡 南科實中國小部 侯品丞 南科實中國小部 蔡景勛 南科實中國小部

ES02 中南區 台南市 南科遠征隊 王裕中 黃敬崴 南科實中國小部 邱瀚賢 南科實中國小部

ES03 中南區 台南市 南科TRT 王裕中 林苡潼 南科實中國小部 黃乙婷 南科實中國小部 林彥佑 南科實中國小部

ES04 中南區 台南市 南科大夾蟹 王裕中 梁恩瑞 南科實中國小部 王審竣 南科實中國小部 王詠潔 南科實中國小部

ES05 中南區 台南市 IBST隊 王裕中 周恩宥 南科實中雙語部 陳研碩 南科實中雙語部 邱可薰 南科實中雙語部

ES06 中南區 台南市 南科好讚讚 王裕中 陳以昕 南科實中國小部 李彥廷 南科實中國小部

ES07 中南區 台中市 騎士隊 李律穎 李芃飛 鎮平國小 張晟郁 大墩國小 張晟恩 大墩國小

ES08 中南區 高雄市 神一般的豬隊友 柯炯廷 吳瑞陞 高雄市立勝利國小 周威宇 高雄市立新上國小 陳沁恩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ES09 中南區 高雄市 好棒棒戰隊 柯炯廷 吳梓睿 高雄市立勝利國小 邱兆璿 高雄市立中山國小 黃晁鵬 高雄市立新莊國小

ES10 中南區 高雄市 L.D.C讚隊 柯炯廷 郭又瑄 高雄市立獅湖國小 吳柏祥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黃傳昊 高雄美國學校

ES11 中南區 高雄市 Wro你好嗎 柯炯廷 柳昊震 高雄市立中山國小 張恩碩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ES12 中南區 高雄市 崴衒隊 柯炯廷 湯竣崴 高雄市立愛國國小 邱奕衒 高雄市立福山國小

ES13 中南區 高雄市 祐祐隊 柯炯廷 李宗祐 高雄市立四維國小 郭祐廷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ES14 中南區 台中市 海龜保育協會 陳子濬 蔡鎮宇 台中市永安國小 楊溥洲 華德福大地 蔡承羲 太平國小

ES15 中南區 台中市 BDX 陳子濬 林祐璿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陳沛新 道禾實驗教育機構-小學部 訾鏇 星光實驗教育機構小學部

ES16 中南區 台中市 我愛哥布林 陳子濬 黃柏霖 葳格國小 楊宗霏 永春國小

ES17 中南區 台南市 NK-JJR 陳祜禕 郭杰叡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楊家笙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吳相叡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ES18 中南區 彰化縣 最佳拍檔 黃聖恩 楊永昊 大成國民小學 孫睿辰 民生國民小學

ES19 中南區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聖恩 黃志璿 華盛頓高級中學 吳叡 泰和國民小學

ES20 中南區 台中市 中教實小 黃聖恩 許為淵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李泓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ES21 中南區 彰化縣 中山國小 黃聖恩 葉艾倫 中山國民小學 高崧茗 中山國民小學 黃啟隆 中山國民小學

ES22 中南區 彰化縣 戰鬥特警 黃聖恩 林善德 鹿港國民小學 王昱淂 中山國民小學 高華呈 中山國民小學

ES23 中南區 台中市 省三國小 黃聖恩 黃廉壹 省三國民小學 曾暄喨 省三國民小學 曾湧仁 省三國民小學

ES24 中南區 台南市 台灣除草大隊 黃濂松 李炯霖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蘇子甯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小

ES25 中南區 南投縣 NGU 鄒源晋 張晉銓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國民小學 陳宥叡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ES26 中南區 南投縣 絞肉生物 鄒源晋 彭正澔 南投縣敦和國民小學 羅玉庭 南投縣敦和國民小學 謝瑞恩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ES27 中南區 南投縣 翔翼號 鄒源晋 王星翔 南投縣草屯國民小學 黃鼎翔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 李子懌 南投縣光華國民小學

ES28 中南區 南投縣 NEVER GIVE UP 鄒源晋 顏艾米 台中馬禮遜美國學校 許晏澈 南投縣光華國民小學 李蓓璇 南投縣光華國民小學

ES29 中南區 高雄市 我最猛隊 蔡坤佑 黃瑞賢 高雄市立紅毛港國小 蘇宸佑 高雄市立民權國小

ES30 中南區 高雄市 小屁孩柯南隊 蔡坤佑 李冠學 高雄市立勝利國小 周雨達 高雄市立勝利國小

ES31 中南區 高雄市 Go go LEGO 蔡坤佑 王祉棠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劉怡廷 高雄市立新莊國小 王祉寓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ES32 中南區 高雄市 穿越時空的未來隊 蔡坤佑 胡宇峰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康絍鈞 高師大附小 鄭賀銘 高雄市立福山國小

ES33 中南區 高雄市 勇者遠征隊 蔡坤佑 張凱焱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張淙鈞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石祐全 屏東縣立仁愛國小

ES34 中南區 高雄市 活力小子隊 蔡坤佑 蘇宥霖 高雄市立四維國小 蘇晉辰 高雄美國學校

ES35 中南區 高雄市 e之火鳳凰 蔡德民 黃亮瑜 高雄市大同國小 謝宇杰 高雄市福山國小 孫苡瑄 高雄市忠義國小

ES36 中南區 台南市 布拉克星球布丁狗狗隊 賴柏翰 楊恩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 李禹緹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ES37 中南區 台南市 布拉克星球勇士隊 賴柏翰 黃冠景 台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紀昀清 國立南科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ES38 中南區 台南市 布拉克星球狙神隊 賴柏翰 謝旻成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小 劉凱恩 台南市西勢國小

ES39 中南區 台南市 布拉克星球連勝隊 賴柏翰 田惟敦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黃祈瑞 台南市永信國民國小 陳熙恩 台南市大橋國民國小

ES40 中南區 嘉義縣市 創新科學A隊 賴皓維 林明翰 嘉義市興嘉國小 蔡季准 新北市新泰國小 賴平安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ES41 中南區 高雄市 炎之呼吸e之型 鍾榮楷 林可婷 高雄市新興國小 林子晉 高雄市新興國小 洪楷婷 高雄市福山國小

ES42 中南區 高雄市 水之呼吸e之型 鍾榮楷 楊忠堅 高雄市新上國小 江品陞 高雄市民族國小

ES43 中南區 高雄市 風之呼吸e之型 鍾榮楷 吳夏安 高雄市舊城國小 洪立宸 高雄市新光國小

ES44 中南區 高雄市 雷之呼吸e之型 鍾榮楷 麥恩綾 高雄市私立大榮劍橋國際雙語小學 何宗穎 屏東縣建興國小 麥恩睿 高雄市私立大榮劍橋國際雙語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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