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OE-01 苗栗 建國國小 毛毛隊 謝世才 范語閎 建國國小 陳敬堯 建國國小

OE-02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小學

部

隨星所欲 莊琇燕 顧懷允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顧崇懷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王子承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小學

部

OE-03 台中市 忠孝國小 OK特攻隊 顏榮儀 黃以囷 忠孝國小 黃以愷 忠孝國小 黃以睿 忠孝國小

OE-04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
太空小東東 黃郁文 陳冠辰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
李牧澐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

中學

OE-05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新竹市東門國小、

新竹市載熙國小

太空winner隊 李汶娟 胡育豪 新竹市東門國小 李怡慧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

中學國小部
鄭允程 新竹市載熙國小

OE-06 花蓮 明義國小 地心引力 蕭舒雅 林忻岳 明義國小 賴明恩 明義國小 黃昱銓 明義國小

OE-07 桃園縣 桃園縣西門國小 星際探險號 羅堅秩 鐘文謙 桃園縣西門國小 鐘霆恩 桃園縣西門國小 鐘煒傑 桃園縣西門國小

OE-08 臺南市 臺南市信義國小 Sunny boys 陳凱民 曾紹恩 臺南市信義國小 黃安佑 臺南市信義國小 戴昱豪 臺南市信義國小

OE-09 台中市 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J.A.L 陳榿逸 趙又俊
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

學
廖敏鈞 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葉震台 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OE-10 新北市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臺北市

立中正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安區

龍安國小

機器吃垃圾 李金德 林祐安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林哲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杜唯嘉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OE-11 台中市

台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台中市

立立人國民中學/台中市立忠孝

國民小學

鋼鐵火箭隊 楊瑞恒 薛景誌 台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廷緯 台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陳筠淇 台中市立忠孝國民小學

OE-12 桃園 成功國小 奇幻隊 鄭頌穎 黃渝桓 成功國小 朱彥亭 成功國小 黃信融 成功國小

OE-13 台中市
東興國小/惠文國小/葳格雙語

小學
KDS 顏榮儀 鄭楷庭 葳格雙語小學 陳翰霆 東興國小 洪偉倫 惠文國小

OE-14 新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新

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超級修理機 李金德 章仕頡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

學
游景程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OE-15 台北市 康橋中小學 Master Builder 袁錦湘 詹淽盈 康橋中小學 詹喬媄 康橋中小學

OE-16 苗栗 信義國小 兄弟隊 詹菀菁 胡育魁 信義國小 胡育碩 信義國小

OE-17 新北市 新北市忠義國小 快樂機器人 吳國誠 華奕昕 新北市忠義國小 莊宇聖 新北市忠義國小 張哲豪 新北市忠義國小

OE-18 花蓮
宜昌國小/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天打雷劈 趙雅玲 卓宜勳 宜昌國小 邱廉禎 宜昌國小 秦煒傑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OE-19 苗栗 蟠桃國小 淇硯大聖 范運平 陳韡淇 蟠桃國小 蘇沂硯 蟠桃國小 陳聖 蟠桃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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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OJ-01 新北市 康橋雙語學校 Nexus 李 建 國 蕭程元 康橋雙語學校 江竑緯 康橋雙語學校 陳禹丞 康橋雙語學校

OJ-02 高雄市 復華中學/高師大附中 CS特勤隊 吳文斌 莊謹誌 復華中學 林岳正 復華中學 郭高呈 高師大附中

OJ-03 台北市 再興中學 我們贏了對不隊 陳冠宇 蘇丰沂 再興中學 陳昶全 再興中學

OJ-04 桃園縣 同德國中、慈文國中 巴奇隊 李淑芬 邱品瑄 同德國中 徐筱媛 慈文國中

OJ-05 高屏 英明國中/龍華國中 英明龍華聯合隊 吳文斌 涂光毅 英明國中 紀聖堯 龍華國中

OJ-06 彰化 精誠中學 欣月 楊世帆 陳昱喨 精誠中學 陳傳欣 精誠中學

OJ-07 新竹縣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新竹市

三民國中
M2A2 廖明凱 張子泓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鍾育豪 新竹市三民國中

OJ-08 桃園 平鎮國中 希望之光
陳曉麗/

陳碧緞
陳翊瑆 平鎮國中 黃頌恩 平鎮國中 趙國維 平鎮國中

OJ-09 新竹市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新竹市立

培英國中、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R.V.R. 潘銘儒 莊政哲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邱安昱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胡項淵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OJ-10 新北市 恆毅中學 萬馬奔騰 張力仁 劉品妏 恆毅中學 李岡諺 恆毅中學 陳建穎 恆毅中學

OJ-11 台中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北新NO.1 陳玉娟 陳睿妤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許祐嘉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林心禾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OJ-12 新竹縣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新竹縣立

仁愛國民中學，新竹亞太美國

學校

R.E.O. 廖明凱 林晏弘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林梓傑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鄭凱辰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OJ-13 新北市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台北市

立景美國民中學/臺北市私立東

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月球移民署 林基揚 吳昱緯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張東暐 台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林毅樺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附

設國中部

OJ-14 台中市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台中市

新民高中國中部
一飛沖天 張惠娥 陳佑嘉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廖子逸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王渝傑 台中市新民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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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15 臺中市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崇心整理Fantastic 黃忠志 呂蕙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蔡汝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莊雅茹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OJ-16 新北市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靈異通 林基揚 林渝哲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呂守中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陳昱志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OJ-17 新竹縣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新竹市立

虎林國中
S.K.C 潘銘儒 陳懷平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蘇柏瑄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郭宥成 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OJ-18 南投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決勝時刻
陳家驊

林大智
陳韋辰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陳俞亘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曾廷勛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OJ-19 桃園 內壢國中 旅行者0號 劉世堰 彭鈺展 內壢國中 李巧慧 內壢國中 徐哲明 內壢國中

OJ-20 新北市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六年飛鷹 陳宏儒 莊惟智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溫書桓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柯智懷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OJ-21 台中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Future Robot 林明裕 陳虹凱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黃祉云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陳昱廷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OJ-22 台中市 光明國中/麗澤中小學 M&J 顏榮儀 賴姿妤 光明國中 李煥昌 麗澤中小學

OJ-23 台北市 再興中學 兆暐隊 陳冠宇 程暐文 再興中學 張兆沅 再興中學

OJ-24 台中市 荷蘭國際學校/曉明女中 M&S 顏榮儀 吳有容 荷蘭國際學校 黃詩茜 曉明女中

OJ-25 台中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北新NO.3 游世南 劉芷妘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羅晴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賴玄胤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OJ-26 高屏 陽明國中/道明中學/五甲國中 陽明道明五甲 吳文斌 柯睿禹 陽明國中 鄭為升 道明中學 周聖鎧 五甲國中

OJ-27 新北市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六年黑鷹 陳宏儒 洪仁益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李彥廷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丁禾 振鐸六年制學程實驗教育

OJ-28 台中市 北新國中 北新之星 游世南 李峻億 北新國中 簡肇亨 北新國中 陳加展 北新國中

OJ-29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Baskerville 林郡君 吳秉儕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陳重亦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蔡承祐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OS-01 桃園 啟英高中 加藤康 連素玲 康庭瑞 啟英高級中學 葉芸瑞 啟英高級中學 蔡金豪 啟英高級中學

OS-02 新北市 恆毅中學 龍馬精神 賴勇先 鄭丁豪 恆毅中學 許榮軒 恆毅中學 林龍均 恆毅中學

OS-03 台中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克卜勒 王裕德 林韋儒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鄭伊渝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劉容禎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OS-04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高中 S.C. 潘銘儒 莊晨馨 新竹縣竹北高中 孫泓盛 新竹縣竹北高中商經科

OS-05 新竹縣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雙語部，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望遠鏡朋友 黃郁文 蘇彥禎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王懷瑨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

中學-雙語部
簡邑帆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OS-06 新北市 恆毅中學 馬首是瞻 賴勇先 羅冠博 恆毅中學 顏緯婷 恆毅中學 吳柏毅 恆毅中學

OS-07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sprout 林郡君 遲定鴻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王舒亭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黃崇誌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OS-08 桃園 大興高中 CCJ 許藝璋 程宏瑞 大興高中 陳浚洧 大興高中 詹顒 大興高中

OS-09 台中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圓周綠 王裕德 黃珉郁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洪子茵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周宜臻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OS-10 新竹縣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國立竹北

高級中學，新竹縣私立忠信高

級中學

The UnBeatables 黃郁文 賴冠宇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曹佑誠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賴仲詢 新竹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OS-11 桃園縣 啟英高中、永豐高中 N次方 連素玲 彭冠銓 永豐高中 賴冠宇 啟英高中

OS-12 桃園縣 桃園縣啟英高級中學 蟑螂球 連素玲 徐姵萱 啟英高級中學 徐啟榮 啟英高級中學 徐詠威 啟英高級中學

OS-13 彰化 精誠中學 胡迪 楊世帆 張騰瀠 精誠中學 鄭奕成 精誠中學 葉政綸 精誠中學

OS-14 台中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昶嶧隊 柯瑞龍 周家駒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張琦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李杰儒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OS-15 桃園 啟英高中 Switch 馮建中 賴聲華 啟英高級中學 李昱亮 啟英高級中學 蔡志昇 啟英高級中學

OS-16 台中市 台中高工/馬禮遜美國學校 G1 顏榮儀 林庭宇 台中高工 林祐正 台中高工 李泓寬 馬禮遜美國學校

OS-17 台北市 台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TOW 陳世剛 王懷頡 萬芳高中 成雲翔 萬芳高中 廖君軒 萬芳高中

OS-18 桃園縣 桃園縣啟英高級中學 無敵的自走車 連素玲 陳國桓 啟英高級中學 吳聲揚 啟英高級中學 羅艮文 啟英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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