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名稱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名稱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名稱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JA01 台北市 你不要這樣誇我啦~~ 南門國中 陳彥霖 張善鈞 南門國中 何秉叡 南門國中 陳揚青 南門國中

JA02 新北市 我愛恆毅3 恆毅中學 伍宏麟 李昱稼 恆毅中學 林軒至 恆毅中學 王世傑 恆毅中學

JA03 新北市 小樂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思齊 范閎凱 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何宸瑋 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凱喆 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JA04 新北市 腦殘三人耍猴戲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陳堉騰 恆毅中學 蔡承育 恆毅中學 劉品妏 恆毅中學

JA05 台北市 Robothome5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魏士楷 何秉育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沛穎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洪曼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A06 新北市 台灣NO.1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敦化國民中學/三峽國民中學
葉思齊 張睿驊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汪劭勳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戴嘉慶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JA07 基隆市 3.1415
成功國中/銘傳國中

中正國中
鍾竣丞 劉明捷 成功國中 林祥庭 銘傳國中 蕭丞喨 中正國中

JA08 臺北市 特斯拉-No.1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洪子銘 黃士展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林定毅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JA09 新北市 白米飯團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嘉豪 莊凱捷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秉恩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JA10 桃園市 環保尖兵
私立大華中學/義興國小

興國國小
唐永光 黃勛 私立大華中學 劉宣暐 義興國小 莊秉澂 興國國小

JA11 新北市 光明三劍客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新莊國民中學

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思齊 張庭碩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徐暐博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藍子霖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JB01 新北市 Aevenger
明德國中/松山高中

頭湖國小
林志隆 華弈昕 明德國中 周沛德 松山高中 巫鑫權 頭湖國小

JB02 台北市 隊伍名稱* : 台北市立石牌國中 邱勤芳 王麒翔 台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王麒斌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鍾昀 台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JB03 新北市 我愛恆毅1 恆毅中學 伍宏麟 賴韋呈 恆毅中學 郭駿廷 恆毅中學 葉庭瑜 恆毅中學

JB04 台北市 ProKids 天母國中，明德國中 賴儷敏 尤俊驊 天母國中 呂冠翰 天母國中 陳廷森 明德國中

JB05 台北市 Robothome6

敦化國民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魏士楷 賴威廷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彭康軒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鍾子夏 臺北市私立華興中學

JB06 新北市 大樂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土城國民中學
葉思齊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祐祥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林祐生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JB07 新北市 John cena 忠孝國中 鄭雅玲 盧楷勛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林巧茹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蔡承偉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JB08 基隆市 我最討厭想隊名了 武崙國中 鍾竣丞 楊景惟 武崙國中 許尚軒 武崙國中 楊書維 武崙國中

JB09 桃園市 我是最強隊 同德/青溪國民中學 邱創傑 彭瑞宸 同德國民中學 鄭宇倫 青溪國民中學 文威 青溪國民中學

JB10 台北市 105 Degrees Taipei American School 蘇姿文 Ethan Wu Taipei American School Anthony An-Shih Wang Taipei American School Henry Tseng Taipei American School

JB11 桃園市 環保聯盟
桃園市龍岡國中

東興國中/大成國中
唐永光 謝祥辰 桃園市龍岡國中 吳紹祺 東興國中 林俊佑 大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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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桌

A桌



JC01 台北市 不是我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彥霖 謝承廷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芷妤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至偉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JC02 新北市 我們贏了對不隊~猴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張與修 恆毅中學 陳諺廷 恆毅中學 許文鑫 恆毅中學

JC03 臺北市 特斯拉-玉米好吃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洪子銘 楊裕閔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周騏軍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林瑾嘉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JC04 新竹市 一次就成功
曙光國中/培英國中

仁愛國中
陳龍雄 李柏翰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蕭喬尹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陳昱辰 新竹縣立仁愛國中

JC05 新北市 W.T.C. 恆毅中學 伍宏麟 陳俊銘 恆毅中學 劉朝崴 恆毅中學 白承弘 恆毅中學

JC06 新北市 HomeRun 新泰國中/中正國中 林志隆 陳致遠 新泰國中 朱政群 中正國中

JC07 台北市 Robothome3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薇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魏士楷 吳昌宗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陳彥勳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薛博升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JC08 新北市 對不隊 丹鳳國中/福營國中 陳宣宏 紀景隆 丹鳳國中 李翊群 福營國中

JC09 台北市 Surfrider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得福 洪士軒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楊浩華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JC10 新北市 猴子打香蕉 恆毅中學 林奕光 林冠廷 恆毅中學 洪佑澤 恆毅中學 羅子傑 恆毅中學

JC11 台北市 Robothome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明湖國民中學

麗山國民中學

魏士楷 黃靖硯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蔡瑞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泓儒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D01 新竹市 賽斯亞特
光武國中/竹光國中

六家高中
蔡明烘 杜東昇 新竹市竹光國中 楊博宇 新竹市光武國中 朱儀庭 竹北市六家高中

JD02 新北市 我愛恆毅2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欣宜 恆毅中學 蔡舒閔 恆毅中學 潘逸文 恆毅中學

JD03 新竹市 拓荒者
新竹市三民國中/ 新竹市培英國中

建華國中
林文民 陳建唯 新竹市三民國中 張峻瑋 新竹市培英國中 蘇一翔 新竹市建華國中

JD04 新北市永和區 最強種子隊

宜蘭市中華國中、

台北市東山國中、

台北市弘道國中

黃得榮 蘇俊愷 宜蘭縣立中華國中 陳淮恩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國中 王裕翔 台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JD05 基隆市 皮卡丘

二信中學

銘傳國中

時雨中學

鍾竣丞 蕭邦宸 二信中學 沈恆成 銘傳國中 劉晧安 時雨中學

JD06 新北市 Disney
觀音高中附設國中

建國國中/桃園國小
林志隆 何以謙 觀音高中附設國中 陳敏錡 建國國中 陳薇婷 慈文國中

JD07 台北市 Robothome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立成功高級中學

私立再興學校(國中部)

魏士楷 王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王元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余泓熠 臺北市私立再興學校(國中部)

JD08 新北市 眼睛業障重 附中國中 林志隆 郭昱 附中國中 劉懿賢 附中國中 王詩婷 附中國中

JD09 新竹市 飛翔藍鯨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建華國中
王志明 王謙牧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廖語釩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JD10 台北市 九方雲集
南門國中

金華國中/靜修國中
陳彥霖 陳韋翰 南門國中 黃彥鈞 金華國中 謝篤毅 靜修國中

D桌

C桌



JE01 新北市 奪命果子猴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巫旼學 恆毅中學 陳元翰 恆毅中學 蔡博宇 恆毅中學

JE02 新北市板橋區 海軍陸戰隊
台北市南門國中

新北市光仁國中
黃得榮 劉庭瑄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黃種羿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

JE03 新北市 On 4 tion
淡江國中/大安高工

五股國中
林志隆 翁士軒 淡江中學 吳承翰 大安高工 李東諺 五股國中

JE04 新北市 猴子愛嘴砲 恆毅中學 林奕光 洪柏華 恆毅中學 黃鵬睿 恆毅中學 林承翰 恆毅中學

JE05 台北市 從缺 弘道國中/仁愛國中 陳彥霖 黃健維 弘道國中 魏翊翔 弘道國中 陳昱宏 仁愛國中

JE06 新北市 猴子小貓 恆毅中學 伍宏麟 陳奕辰 恆毅中學 詹傅宇 恆毅中學 林建廷 恆毅中學

JE07 桃園市 地表最強隊 大有國民中學 邱創傑 黃家棋 大有國民中學 張聖明 大有國民中學

JE08 新北市 蛋黃打天下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龍山國民中學

海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思齊 丁俞豪 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中學 陳冠豪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黃柏睿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JE09 新北市 omaga
福和國中/格致中學

鷺江國中
林志隆 翁健展 福和國中 莊宇聖 鷺江國中 陳廉宏 格致中學

JE10 新北市 猴~你作弊 恆毅中學 林奕光 陳冠志 恆毅中學 王彥傑 恆毅中學 黃楷宸 恆毅中學

E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