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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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1 桃園市 響徹雲霄2 桃園國小 蔡文玉 陳敏瑜 桃園國小 羅少甫 桃園國小

EA02 新北市 天幕皇帝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葉思齊 李昀泰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張祐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丁品文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EA03 新北市 樂奇吃貨-A隊 光華國小 陳宣宏 游閎翔 光華國小 王婯穎 光華國小 張維駒 光華國小

EA04 桃園市 響徹雲霄1 桃園國小 蔡文玉 王樂宇 桃園國小 何昊恩 桃園國小 陳則迦 桃園國小

EA05 新北市 小鴨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台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葉思齊 蘇信帆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劉桀民 台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EA06 新北市 衝鋒隊 景美國小/東門國小/中正國小 李金德 邱俊詠 台北市景美國小 顏子峻 台北市東門國小 涂亞辰 新北市中正國小

EA07 基隆市 豔陽 二信小學/聖心小學 林柏宗 黃品諺 二信小學 林孝陽 聖心小學

EA08 桃園市 超人隊 同德.西門國民小學 邱創傑 陳仲勛 同德國民小學 陳冠宇 西門國民小學

EA09 台北市 Robothome10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小學
魏士楷 賴威宏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小學 王柏文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小學 龔亮宇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小學

EA10 新北市 樂奇吃貨-D隊 康橋中學/光華國小 陳宣宏 黃奕倫 光華國小 蔡嘉恩 康橋國小 魏承洋 光華國小

EB01 台北市 是誰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陳彥霖 周韋翰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許詠傑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江昀融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EB02 基隆市 cool strain 暖西國小/信義國小 林柏宗 楊沛軒 暖西國小 何冠慶 信義國小

EB03 新北市 Robot三人組
台北市建安國小

新北市中和國小
吳永標 吳承祐 台北市建安國小 吳芊慧 台北市建安國小 徐士哲 新北市中和國小

EB04 桃園市 掃地特攻隊 私立諾瓦小學/桃園市平興國小 唐永光 張富程 私立諾瓦小學 楊善惟 桃園市平興國小 溫聲宇 桃園市平興國小

EB05 桃園市 鋼鐵人 楓樹/同德國小 邱創傑 楊宇軒 楓樹國民小學 吳宇凡 同德國民小學

EB06 新北市 樂奇吃貨-B隊 光華國小 陳宣宏 王健銘 光華國小 王健榮 光華國小

EB07 桃園市 響徹雲霄4 桃園國小 蔡文玉 林立宇 桃園國小 陳昱凱 桃園國小 黃柏崴 桃園國小

EB08 新北市 台灣大香腸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榮富國小 葉思齊 黃鼎紘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 蔡其翰 榮富國小 陳柏瑋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

EB09
桃園縣桃園

區
夢想機器人

永順國民小學

康橋雙語學校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國小

黃奕傑 鄭翰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 張子研 康橋雙語學校 孫紫茵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國小

EB10
桃園市新北

市
樂奇C隊 大湖國小/麗林國小 陳信宏 邵彥瑋 大湖國小 官威翰 麗林國小

2016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賽-北區初賽 競賽國小組(69)

A桌

B桌



EC01
新北市板橋

區

哇哈~哇哈哈~哇哈哈

哈~

新北市立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國民小學

潘俊豪 李帛諺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蘇柏睿 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張沛諄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國民小學

EC02 新北市 快樂嘻嘻哈哈 快樂國小/集美國小/更寮國小 林志隆 黃柏翔 碧華國小 孫凱訢
集美國小

方景玄 更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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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04 新北市 樂奇吃貨-C隊 民安國小/豐年國小 陳宣宏 吳崇聖 民安國小 吳詠承 豐年國小

EC05
新北市板橋

區
你們已經晉級了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小 李虹儀 王昱翔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小 林洋宏 台北市實踐國小 王捷立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小學

EC06 台北市 星戰好棒棒隊 三民國小/民權國小 曾小凡 維平 台北市三民國小 黃柏穎 台北市民權國小 劉芷君 台北市民權國小

EC07 桃園市 鋼彈超人 西門.青溪.青溪國小 邱創傑 吳紘瑋 西門國民小學 簡宇廷 青溪國民小學 蔡明哲 青溪國民小學

EC08 台北市 Robothome8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臺北立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魏士楷 李元博 臺北立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建昕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盧星伶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EC09 桃園市 成功之星2 桃園市成功國小 許財得 謝昀熹 桃園市成功國小 林治鈞 桃園市成功國小 李翊詳 桃園市成功國小

EC10 新北市 寶寶不說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思齊 林祐陞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賴奕綸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藍聿萱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ED01 基隆市 quick first
武崙國小/中正國小

信義國小
林柏宗 魏烽修 武崙國小 馬毅叡 中正國小 曾柏睿 信義國小

ED02 桃園市 奶茶三兄弟 西門國民小學 邱創傑 許程皓 西門國民小學 陳奕安 西門國民小學 陳奕宇 西門國民小學

ED03 桃園市 響徹雲霄5 桃園國小 張峰銘 陳志瑄 桃園國小 游聿堂 桃園國小 莫凱傑 桃園國小

ED04 基隆市 WINNER 二信小學 林柏宗 劉曄 二信小學 魏稟峯 武崙國小 張皓軒 南榮國小

ED05 新北市 苦力帕安德
博愛國小/靜心小學

再興小學
李金德 傅楷哲 台北市博愛國小 張正威 台北市私立靜心小學 陳暉翔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ED06 桃園市 最強者聯盟隊 有德.新興.新興國際中小學 邱創傑 林冠安 有德國際中小學 蔡育維 新興國際中小學 蔡育齊 新興國際中小學

ED07 桃園市 成功之星1 桃園市成功國小 許財得 柳冠宇 桃園市成功國小 簡嘉宏 桃園市成功國小 楊子慶 桃園市成功國小

ED08 新北市 熱狗隊
再興小學/康橋小學

達觀國中
李金德 廖淯筌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徐啟安 台北市私立康橋小學 林岳泓 新北市達觀國中

ED09 桃園市 垃圾終結者
新明國小

桃園市信義國小/新街國小
唐永光 張佑齊 桃園市信義國小 俞諾 新街國小 李哲旭 新明國小

ED10 桃園市 響徹雲霄3 桃園國小 蔡文玉 韓云開 桃園國小 沈恩頨 桃園國小 許哲綸 桃園國小

C桌

D桌



EE01 新北市 嘻嘻
士林國小/丹鳳國小

/新泰國小
林志隆 林亮澐 士林國小 梁景豪 丹鳳國小 陳慈珊 新泰國小

EE02 新北市 BEK勝利組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汐止國小
張嘉玓 蘇柏愷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蕭安森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林佑澄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小

EE03 台北市 Robothome12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魏士楷 趙浩幃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范至翔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鄭宇辰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EE04 新北市 樂奇A隊 麗林國小/麗園國小 陳薏珊 蔡宗恩 麗林國小 劉翔宇 麗園國小

EE05 台北市 OK

南門國中/

復臨美國學校/

康橋國小

陳彥霖 張亦均 南門國中 陳怡臻 復臨美國學校 陳昱菁 康橋國小

EE06 桃園市 閃電隊 大業國民小學 邱創傑 林子荃 大業國民小學 賴子誠 大業國民小學 吳建燁 大業國民小學

EE07
桃園市新北

市
樂奇B隊 文華國小/麗林國小 陳薏珊 陳柏諺 文華國小 劉彥均 麗林國小 吳威霆 麗林國小

EE08 新北市 八點五十七分 成功國小/忠義國小 林志隆 潘昭明 成功國小 潘昭廷 成功國小 李曜安 忠義國小

EE09 新北市 無敵旋風
志清國小/中山小學/

大豐國小
李金德 盧沛源 台北市志清國小 黃品恩 台北市私立中山小學 黃彥綸 新北市大豐國小

EE10 新北市 yee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民權國小/汐止國小
張嘉玓 張裕洸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林品齊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國小 簡振宇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小

EF01 新北市 哈哈

格致國中/新莊國小/龍安國小

林志隆 錢為安 格致國中 郭昱宏 新莊國小 陳睿璿 龍安國小

EF02 桃園市 樂奇D隊 長庚國小 陳信宏 王宸安 長庚國小 蕭宇呈 長庚國小 蕭可芸 長庚國小

EF03 新北市 白米吃飯吃白米飯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重慶國民小學
張嘉豪 鄭博允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黃柏諺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EF04 新北市 JET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

敦化國民中學/新湖國民小學
張嘉玓 劉育成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董昱麟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吳翼臣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

EF05 新北市 帕特萊克 榮富國小 李明勳 李致廷 恆毅中學國中部 李翊廷 榮富國小

EF06 台北市 神奇帝國戰隊 健康國小/民權國小/西松國小 曾小凡 李名冠 台北市立健康國小 吳宏宇 台北市民權國小 陳恩奇 台北市西松國小

EF07 新北市 快樂 中港國小/義學國小/頭湖國小 林志隆 陳睿穎 中港國小 吳克行 義學國小 巫辰鍰 頭湖國小

EF08 台北市 Robothome14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魏士楷 劉貴恩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小學 歐陽家宏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馮翊軒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EF09 新北市 天才小黃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埔墘國民小學
葉思齊 黃丞軒 新北市板橋居莒光國民小學 陳昱穎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陳宇綸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EF10 新北市 Masaka真是想不到 昌平/榮富國小 莊文泰 李沛芸 榮富國小 謝秉翰 昌平國小 張傑凱 昌平國小

E桌

F桌



EG01 台北市 Robothome9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

魏士楷 王芊逸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游雅晴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 林秉昱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EG02 新北市 瘋樂高
蘭州國中/實踐國小

國語實小
李金德 楊均浩 台北市蘭州國中 陳善宇 台北市實踐國小 張嘉元 台北市國語實小

EG03 新北市 聰明小屁孩 重陽國小/東門國小 魏煥昇 鄭人傑 重陽國小 鄭宇程 東門國小

EG04 台北市 Robothome11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魏士楷 王治凱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楊承翰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許睿哲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EG05 新北市 趙張李

沙崙國民小學/

純德小學/

乾華國民小學

魏煥昇 張宸楷 沙崙國民小學 趙瑩穎 純德小學 李維白 乾華國民小學

EG06 台北市 中華民國代表隊 新北市樹林國小、台北市幸安國小 黃柏凱 張哲瑋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吳柏辰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EG07 新北市 成功隊 景美國小/再興小學/客庄國小 李金德 蔡承志 台北市景美國小 陳竑諭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王雋翔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國小

EG08 台北市 Robothome13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小學,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魏士楷 賴冠澐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蔡昀呈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蔡習創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小學

EG09
新北市三重

區
旋風隊

新北市集美國小，

台北市西松國小
黃柏凱 劉冠誼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郭維皓 台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陳源崧 新北市修德國小

G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