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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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1 桃園市 青溪國小 青溪A 王雅代 賴和儀 青溪國小 游雅涵 青溪國小

2 EA02 高雄市 新莊國小/道明外僑小學/文華國小 e之吸錫器 鍾榮楷 王奕鈞 新莊國小 楊馥綺 道明外僑小學 張禎祥 文華國小

3 EA03 彰化縣 民生國小 民生之光 黃山峯 陳泰叡 民生國小 林恩宇 民生國小 林洪暐 民生國小

4 EA04 台中市 永隆國民小學 永隆20週年隊 張安邦 蘇紹丞 永隆國小 簡瑜瑶 永隆國小 蘇昱瑋 永隆國小

5 EA05 屏東縣 屏大附小 閃電特攻隊 周鳳文 周芸禾 屏大附小 陳宥融 屏大附小

6 EA06 高雄市 鳳西國小/四維國小/四維國小 e之烙鐵 鍾榮楷 孫奇霆 鳳西國小 陳冠銘 四維國小 鄧皓文 四維國小

7 EA07 花蓮縣 明義國小/華大附小/明恥國小 蔓越莓冰茶 莊琇燕 林炘岳 明義國小 顧懷允 華大附小 賴明非 明恥國小

8 EA08 苗栗縣 建中國小 建中小將衝衝衝 蔡翔詒 潘昺君 建中國小 李之堯 建中國小 李禹儒 建中國小

9 EA09 桃園市 慈文國中/經國國中 成功之星4 許財得 黃品翰 慈文國中 鄭達暐 經國國中 劉展睿 慈文國中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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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B01 台北市 東湖國小/明湖國小 Robothome10 魏士楷 賴威宏 東湖國小 王柏文 東湖國小 龔亮宇 明湖國小

11 EB02 高雄市 楠陽國小 比冰抹 趙志康 程智聖 楠陽國小 趙昱安 楠陽國小 楊士緯 楠陽國小

12 EB03 基隆市 二信小學/南榮國小/武崙國小 WINNER 林柏宗 劉曄 二信小學 張皓軒 南榮國小 魏稟峯 武崙國小

13 EB04 台南市 大港國小/安平國小/長興國小 DGAP 林政學 何育翔 大港國小 蔡洱申 安平國小 莊九準 長興國小

14 EB05 台北市 延平高中(國中部)/麗湖國小 Robothome8 魏士楷 李元博 延平高中(國中部) 陳建昕 麗湖國小 盧星伶 麗湖國小

15 EB06 彰化市 南郭國小 一起瘋 吳嘉明 吳祐嘉 南郭國小 蕭立楷 南郭國小 商詠淇 南郭國小

16 EB07 新北市 成功國小/忠義國小 八點五十七分 林志隆 潘昭明 成功國小 潘昭廷 成功國小 李曜安 忠義國小

17 EB08 高雄市 新莊國小 新莊國小 范先毅 林侑成 新莊國小 林子宸 新莊國小 黃孝儒 新莊國小

18 EB09 台北市 明湖國中/華興小學/青山國中(國小部) Robothome9 魏士楷 王芊逸 明湖國中 游雅晴 華興小學 林秉昱 青山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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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C01 南投縣
弘明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光華國小/敦和國小
南投之星 林雯玲 黃凱揚 敦和國小 曾禾翌頡 弘明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蔡律霆 光華國小

20 EC02 新北縣 光華國小 光華機器人小組B 林佳秀 王健榮 光華國小 王健銘 光華國小

21 EC03 桃園市 大有/青溪國小 少年特攻隊 邱創傑 林俊宇 大有國小 陳秉澤 青溪國小 簡睿均 青溪國小

22 EC04 台北市 靜心國中(國小部)/麗山國中/民權國小 Robothome13 魏士楷 賴冠澐 靜心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蔡昀呈 麗山國中 蔡習創 民權國小

23 EC05 屏東縣 塭子國小 塭子 吳淑惠 林育名 塭子國小 林芳羽 塭子國小

24 EC06 台中市 永隆國民小學 永隆國小-翰衛隊 張安邦 詹旻翰 永隆國小 柯竣瀚 永隆國小 蔡亞翰 永隆國小

25 EC07 台北市 及人小學/榮富國小 台灣大香腸 葉思齊 黃鼎紘 及人小學 蔡其翰 榮富國小 陳柏瑋 及人小學

26 EC08 桃園市 楓樹/同德國小 鋼鐵人 邱創傑 楊宇軒 楓樹國小 吳宇凡 同德國小

27 EC09 台中市 台中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教大之星 林雯玲 江坤紘 台中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江坤宸 台中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江坤霖 台中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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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D01 苗栗縣 照南國小/竹南國小 花生省魔術 黃正欽 卜奕豪 竹南國小 邱禹齊 照南國小 黃柏翔 照南國小

29 ED02 新竹市 三民國小/ 東門國小 不倒翁 林文民 吳柏陞 三民國小 彭聖皓 三民國小 鍾尚哲 東門國小

30 ED03 台北市 靜心中小學(國小部) 達文西機器人18 魏士楷 賴冠澐 靜心中小學(國小部) 郭慕天 靜心中小學(國小部)

31 ED04 新北市 光華國小 光華機器人小組A 林佳秀 游閎翔 光華國小 王婯穎 光華國小 張維駒 光華國小

32 ED05 台中市 台中市立惠來國小 我愛發龜 黃凱煇 林彥廷 惠來國小 蔡孟紘 惠來國小 林宥均 惠來國小

33 ED06 桃園市 西門.青溪.青溪國小 鋼彈超人 邱創傑 吳紘瑋 西門國小 簡宇廷 青溪國小 蔡明哲 青溪國小

34 ED07 雲林縣 安慶國小 就是太強 粘振國 盧泓達 安慶國小 盧巧莉 安慶國小

35 ED08 台中市 軍功國小 軍功之星 黃惠蘭 黃俊杰 軍功國小 林冠弘 軍功國小 詹祐睿 軍功國小

36 ED09 台北市 臺北市市立南湖國小 達文西機器人13 魏士楷 趙浩幃 南湖國小 何秉諭 南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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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E01 新竹市 三民國小/東門國小 好奇者 林文民 劉晨緯 東門國小 楊承穎 三民國小 王仕綸 三民國小

38 EE02 高雄市 立志中學國中部/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復興國小 e之銲錫 鍾榮楷 黃紹承 立志中學國中部 鄭筠祈 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 張宇揚 復興國小

39 EE03 台中市 大新國小/黎明國中 玩蜜蜂頭 黃凱煇 高偉倫 大新國小 林以 黎明國中

40 EE04 台北市 南湖國小/麗湖國小/明湖國中 Robothome11 魏士楷 王治凱 南湖國小 楊承翰 麗湖國小 許睿哲 明湖國中

41 EE05 新北市 重陽國小/東門國小 聰明小屁孩 魏煥昇 鄭人傑 重陽國小 鄭宇程 東門國小

42 EE06 桃園市 桃園國小 響徹雲霄1 蔡文玉 王樂宇 桃園國小 何昊恩 桃園國小 陳則迦 桃園國小

43 EE07 台北市 南門國中/復臨美國學校/康橋國小 OK 陳彥霖 張亦均 南門國中 陳怡臻 復臨美國學校 陳昱菁 康橋雙語學校國小部

44 EE08 桃園市 大業國民小學 閃電隊 邱創傑 林子荃 大業國小 賴子誠 大業國小 吳建燁 大業國小

45 EE09 彰化市 南郭國小 非常積動 陳龍雄 吳晉頡 南郭國小 李聞碩 南郭國小 陳宗佑 南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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