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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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01 台北市 Nikephoros 台北美國學校 王佩雲 瞿信禕 台北美國學校 吳迪 台北美國學校 孫大峻 台北美國學校

SA02 新北市 單細胞生物

海山高級中學

華江高級中學

成功高級中學

葉思齊 李旻育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李紫瑛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陳昊瀚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SA03 基隆市 Pokemen go
華興中學

南港高工
林柏宗 何家儁 華興中學 周啟新 南港高工

SA04 新竹市 芭樂甲金蕉 建華國中 黃雅謙 葉峻維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周楷紘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陳柏鈞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SA05 台北市 WF Green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 高子宴 陳昱安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 張育維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 李胥安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

SA06 桃園市 其實我想報名國中組
武陵高中

中壢高級中學
沈奕帆 陳威愷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葉騏嘉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張胤賢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SA07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1 治平高中 鄒政殷 黃凱偉 治平高級中學 邱品豪 治平高級中學 許瀚文 治平高級中學

SA08 台北 火箭隊 大直高中/新店高中 楊千儀 周書佑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王希聖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陳飛澐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SA09 新北市 禮儀成就不凡之人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郭王成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吳彥霆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吳雨翰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A10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2 治平高中 丁富森 温文潁 治平高中 宋繼正 治平高中 林于翔 治平高中

SA11 台北市 Robothome2
延平高級中學/再興學校(高中部)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魏士楷 劉牧翰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沛翰 臺北立私立延平高級中學(高中部) 陳宥文 臺北市私立再興學校(高中部)

SB01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3 治平高中 魏慶龍 葉昱杉 治平高中 賴勁廷 治平高中 張劭宇 治平高中

SB02 新北市 蘿莉控袋鼠 基隆高中/清水高中 林亭彣 戴婉庭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陳齊悅 國立基隆高中 林婕欣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SB03 新北市 莊敬愛國 私立莊敬高職 蔡憲崇 吳亞宸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職 張宸昊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職 鄭婷軒 私立莊敬高職

SB04 新北市 埃及木乃伊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許家豪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鄭宇翔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吳宗翰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B05 基隆市 寶可夢 走 松山工農/二信中學 林柏宗 楊景閎 松山工農 郭育銘 二信中學

SB06 新北市 沒有什麼難的 清水高中/基隆高中 林亭彣 官振文 國立基隆高中 王祥耀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SB07 新北市 竜が我が敵を喰らう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陳廷偉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陳勳賢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曹展崧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B08 台北市 Wanting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石佳玉 江哲瑋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曾致崴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黃品叡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SB09 新北市 Trio 康橋雙語學校 梁依琪 陳禹丞 康橋雙語學校 蕭程元 康橋雙語學校 江竑緯 康橋雙語學校

SB10 新北市 山大王要掠奪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王韜智 新北市三重區東海高中 王淮安 新北市三重區東海高中 方譽翔 新北市三重區東海高中

SB11 新北市 都是假的
板橋高中/永春高中

成功高中
林志隆 林杰翰 板橋高中 連博堯 永春高中 洪緯宸 成功高中

2016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賽-北區初賽 競賽高中/職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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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桌



SC01 台北市 哈雷戰士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劉邦仁 鄭又瑞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游智杰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劉建亨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SC02 新北市 有伴侶的都是贏家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張志佳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賴珈妤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賴永濬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C03 台北市 我在快樂好快樂 成功高中/內湖高工 蕭仰均 李騰澐 成功高中 周柏睿 成功高中 張治尹 內湖高工

SC04 新竹縣 璋宇天團 竹北高中 徐國誠 謝明璋 竹北高中 劉得宇 竹北高中

SC05 新北市 莊敬愛校 私立莊敬高職 蔡憲崇 黃麒恩 私立莊敬高職 黃柏豪 私立莊敬高職 郭俊顯 私立莊敬高職

SC06 台北市 MES Moscow Economic School 陳彥霖 王宗龑 Moscow Economic School 王宗婷 Moscow Economic School

SC07 新北市 陽光照射在臉上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林育緯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蔡昊軒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林陳盛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C08 新北市 我愛恆毅高中2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卓躍 恆毅中學 張博勝 恆毅中學 賴婉馨 恆毅中學

SC09 新北市 婚逃賣卵蛋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許國財 龔自在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丁偉哲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楊清彬 新北市三重區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SC10 新北市 我愛恆毅高中3 恆毅中學 林奕光 林子恒 恆毅中學 林伯隆 恆毅中學

SC11 台北市 Robothome1
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魏士楷 邱鉦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譚力誠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柏毅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C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