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學校 隊名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中區 新南國小 名揚四海 楊高智 楊晏丞 陳孟廷 張楷寧

中區 台中市中華國小 Fight 蔡億縉 何孟哲 賴晉頡 張哲維

中區 新南國小 全家力挺 楊高智 葉家蓉 陳奕廷 楊力全

中區 新南國小 厲害無比 楊高智 林劉德 陳翊猷 陳劭齊

北區 B-robot 魏士楷 李元博 陳建昕 林郁翔

北區 A-robot 魏士楷 黃靖硯 蘇  昊 林煒致

北區 侏儸紀 曾小凡 李名冠 維平

北區 青溪.大有國小 勇士 邱創傑 黃家棋 林俊宇

北區 麗園國小 帥饅頭 陳薏珊 莊宇陞 郭鎧宇 王宸安

北區 C-robot 魏士楷 周韋翰 王芊逸 楊承勳

北區 光華國小 樂奇復仇者 陳宣宏 游閎翔 紀景隆

北區 青溪國小 賴皮一隊 邱創傑 賴和儀 陳秉澤 鄭宇倫

南區 復興國小、寶仁國小、文元國小 衝鋒隊 林政學 陳璿安 陳羿安 郭翰嘉

南區 臺南市信義國小 Sunny boys 陳凱民 鍾佳晉 黃安佑 曾紹剛

南區 東光國小 e之堡裕誠隊 柯炯廷 吳子儀 何宗旂

南區 新進國小 母雞下蛋 李季錦 陳芃妍 陳芃穎

中區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SWJH定德盛 林雯玲 林固德 李宇盛 賴定緯

中區 葳格中學 Call me No.1 林雯玲 廖健安 方璿瑞

中區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Always on point 黃凱煇 林柏鑫 陳品斈 陳畊甫

中區 光德國中 鹿港國中 衛道國中 Crazy Robot 陳志良 楊佳鑫 楊育銘 施詠皓

中區 大甲國中 特斯拉-風行者 林詩頎 陳彥佑 林昕影 朱哲毅

北區 M-robot 洪暉勝 李騰澐 張博皓 李柏毅

北區 恆毅中學 台灣獮猴 林奕光 鄭立杰 黃靖軒 白承弘

北區 弘道國中 Happy pegasus 李建國 黃琬淇 黃健維 簡宏丞

北區 新北市中山國民中學 史都比裸巴 葉思齊 陳冠豪 張家銘

北區 台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熱水三巨頭 葉思齊 張睿驊 戴嘉慶 戴祺原

北區 恆毅中學 快樂猴 林奕光 陳俊銘 邱謙 劉朝嵗

北區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GJ-天天隊 蔡嘉聰 羅天成 吳承軒 林良恩

南區 台南市建興國中 會噴火的草泥馬酷炫的噴著火... 孫蜂揮 郭鴻霆 黃丞緯 鄭凱中

中區 中平國中 這幾天吃泡麵的日子有救了 李曉萍 吳弘智 劉伯暘 劉軒宏

北區 J-robot 洪暉勝 林煒宸 蔡瑞哲 賴威廷

中區 國立台中高工 就是我們對不對 林雯玲 陳柏劭 羅方佑

中區 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iLEGO 蔡億縉 吳勇諭 黃正維 耿映翔

中區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鹿高AI啟航囉 楊錦明 劉晶 尤廷嘉

中區 西苑高中
未來翔念國之不然星期三

來我這裡幫你改運吧
賴怡旬 廖國良 李念穎 曾昱翔

中區 西苑高中
未來吳修鄭之單槓剛盪鋼彈盪剛單

槓剛盪鋼彈
賴怡旬 吳添聚 鄭智鴻 蔡秉修

中區 雲林縣正心中學 雲林正心1隊 粘振國 吳御熊 鄭安軒 魏佑霖

北區 恆毅中學 高中猴 伍宏麟 宋汶翰 陳威廷 簡信傑

北區 東海高中 直接晉級 許國財 丁偉哲 曹展崧 林佳宏

北區 成功高中.板橋高中.內湖高工 one-Armed Warriors 林志隆 張家彬 林杰翰 翁以檠

北區 Q-robot 洪暉勝 邱廷翔 馮竣麟 王霖慶

北區 東海高中 政府可以補助多一點嗎? 許國財 陳廷偉 龔自在 蔡宗憲

高中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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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15)



北區 東海高中 我家就是你家 許國財 陳俊佑 曾詩淵 陳勳賢

北區 東海高中 啪哩啪哩FaSoLa 許國財 蘇柏銓 李承祐 薛宇傑

北區 P-robot 洪暉勝 游旻瑄 洪珮菱 林可崴

南區 國立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東山再起 趙景松 郭威廷 李翰霖 陳孟宇

南區 興國高中 Happy XD 楊宜庭 姜呈侑 胡秀芸 彭敍溶

南區 新營高中 新中艦隊 陳雅倫 董柏源 蕭義暉 郭禮嘉

中區 忠明高中 明德女中 無法顯示隊名 陳龍雄 時御唐 朱育秀

北區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Daybreak 單益章 楊智惟 賴冠霖 張正杰

北區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Sicarius 莊文吉 林均澤 闕狀彣

南區 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雙排檔 王博彥 郭偉銘 王祥瑞

足球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