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EA01 苗栗縣 讓專業的來 照南國小 黃正欽 陳映辰 照南國民小學 林語柔 照南國民小學 林軒邑 照南國民小學

EA02 苗栗縣 龜心似箭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董玟伶 新南國民小學 顏安妤 新南國民小學 鍾秀君 新南國民小學

EA03 苗栗縣 神奇海螺 山佳國小 黃正欽 洪梓維 山佳國民小學 洪嘉璟 山佳國民小學

EA04 苗栗縣 花生省魔術 照南國小 黃正欽 卜奕豪 竹南國民小學 黃柏翔 照南國民小學 邱禹齊 照南國民小學

EA05 苗栗縣 豹得冠軍龜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廖晨勛 新南國民小學 葉芷妤 新南國民小學

EA06 苗栗縣 銀河特攻隊 照南國小 黃正欽 陳映伯 照南國民小學 陳柏宇 照南國民小學 林芮守 南國民小學

EA07 苗栗縣 悍將 山佳國小 黃正欽 吳冠諺 建國國民小學 劉昕 山佳國民小學

EA08 苗栗縣 豹尼龜 新南國民小學 楊高智 余知熹 新南國民小學 張靚安 新南國民小學 許飛和 新南國民小學

EA09 苗栗縣 國家棟樑隊 後龍鎮中和國小 江杏枝 錢翔鈞 中和國小 黃境堂 中和國小 黃子洋 啟明國小

EB01 苗栗縣 豹回家 新南國民小學 楊高智 陳翊猷 新南國民小學 謝糧州 新南國民小學 張慈恩 新南國民小學

EB02 苗栗縣 后庄隊 苗栗縣后庄國民小學 邱治濱 郭桓齊 苗栗縣后庄國民小學 吳澤羲 苗栗縣后庄國民小學 陳佑生 苗栗縣后庄國民小學

EB03 苗栗縣 平安龜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陳昱瑄 新南國民小學 周有志 新南國民小學 張廷碩 新南國民小學

EB04 苗栗縣 我來領獎的 新港國小 黃正欽 王育瑋 新港國民中小學 陳泓憲 新港國民中小學 劉聿承 啟文國民小學

EB05 苗栗縣 龜呷One 新南國民小學 楊高智 林若畇 新南國民小學 顧梓妍 新南國民小學 謝秉霖 新南國民小學

EB06 苗栗縣 進擊的巨人 後龍國小 林陳源 林信穎 後龍國小 呂淂甫 後龍國小 林祐丞 後龍國小

EB07 苗栗縣 愛抱豹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陳柏宇 新南國民小學 張楷翊 新南國民小學 廖昱勛 新南國民小學

EB08 苗栗縣 ACV 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蔡翔詒 潘昺君 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潘姿頻 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賴妍希 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JA01 苗栗縣 照中94衝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林奕辰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曾彥舜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劉品宏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A02 苗栗縣 EV3 君毅高級中學 吳智偉 劉益彰 君毅高級中學 張碩言 君毅高級中學 藍宣堯 君毅高級中學

JA03 苗栗縣 照中94神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莊承霖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郭銘翔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A04 苗栗縣 豬排河粉 君毅高級中學 吳智偉 曾冠霖 君毅高級中學 楊核驊 君毅高級中學 張冠瑋 君毅高級中學

JA05 苗栗縣 照中94勇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李文喆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謝沐辰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A06 苗栗縣 豬排便當 君毅高級中學 吳智偉 李仁富 君毅高級中學 陳昱廷 君毅高級中學 謝翔宇 君毅高級中學

JA07 苗栗縣 照中94猛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王冠程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王家佐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楊承霖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A08 苗栗縣 豬排堡 君毅高級中學 吳智偉 王政甯 君毅高級中學 曾國昱 君毅高級中學 林政遠 君毅高級中學

JA09 苗栗縣 照中94犇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黃健明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吳哲宇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黃梓揚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A10 苗栗縣 夢之隊 建台中學+新港國中 林陳源 李英愷 建台中學 陳昱維 新港國中 李玠澄 維真國中

JA11 苗栗縣 照中94狂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陳奕廷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黃孟婷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黃安華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SA01 苗栗縣 JETS 君毅高級中學 林汶忠 李晉德 君毅高級中學 鐘文鈞 君毅高級中學 林宥綺 君毅高級中學

SA02 苗栗縣 Sagee Sagee 大湖農工+苗栗高中 林陳源 張財福 大湖農工 林泓諺 苗栗高中 李政倫 建台中學

SA03 苗栗縣 DX 君毅高級中學 羅立忠 潘炫勳 君毅高級中學 曾翔謙 君毅高級中學 葉柏皇 君毅高級中學

SA04 苗栗縣 Essential Conception 苗栗農工 林陳源 蔣宗安 苗栗農工 李韋杰 苗栗農工 高振育 維真國中

SA05 苗栗縣 youtube訂閱啊哈Joker 君毅高級中學 林汶忠 徐韶良 君毅高級中學 徐明進 君毅高級中學 徐偉翔 君毅高級中學

SA06 苗栗縣 來玩的 君毅高級中學 黃新福 楊潤宣 君毅高級中學 謝一豪 君毅高級中學 葉修丞 君毅高級中學

SA07 苗栗縣 好想睡！ 君毅高級中學 黃新福 陳則宇 君毅高級中學 張詠傑 君毅高級中學 彭郁齊 君毅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A1 苗栗縣 叫我老邦詹姆斯 君毅高級中學 林清泉 許柏宥 君毅高級中學 陳邦鏡 君毅高級中學 葉庭佑 君毅高級中學

A2 苗栗縣 捷足先登 新南國民小學 楊高智 楊力丞 竹南國民中學 陳孟廷 新南國民小學

A3 苗栗縣 想不到名字 君毅高級中學 林清泉 陳人傑 君毅高級中學 甘崇廷 君毅高級中學 陳偉力 君毅高級中學

A4 苗栗縣 足霸天下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陳劭齊 新南國民小學 楊晏丞 新南國民小學

A5 苗栗縣 草莓煉乳 君毅高級中學 林清泉 周彥廷 君毅高級中學 高詳覲 君毅高級中學 彭新皓 君毅高級中學

A6 苗栗縣 快足旋風 新南國民小學 沈惠英 楊力全 新南國民小學 詹賀元 新南國民小學 張楷寧 新南國民小學

A7 苗栗縣 FYM卡沙巴 君毅高級中學 林清泉 張國榮 君毅高級中學 朱智銘 君毅高級中學 施昊墉 君毅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OE01 苗栗縣 桐樂宅即便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莊千黛 照南國民小學 莊詠晴 照南國民小學 黃品涵 照南國民小學

OE02 苗栗縣 豬排蓋飯 建國國民小學 吳智偉 黎宸睿 建國國民小學 連侑軒 建國國民小學

OE03 苗栗縣 桐樂回收王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林靖崴 照南國民小學 杜駿珽 海口國民小學 洪予辰 照南國民小學

OE04 苗栗縣 豬隊友 泰安國民(中)小學 梁玉琪 林思柔 泰安國民(中)小學 劉駿勝 泰安國民(中)小學

OE05 苗栗縣 白貓宅配王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鍾易庭 照南國民小學 張宸睿 照南國民小學 曾子謙 蟠桃國民小學

OE06 苗栗縣 鼎丞澆水王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陳偉智 照南國民小學 陳莅洋 照南國民小學 黃柏瀚 山佳國民小學

OE07 苗栗縣 ＡI超智能盆栽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鍾欣玲 照南國民小學 劉品希 建國國民小學 劉祐安 建國國民小學

OE08 苗栗縣 抗空汙智慧宅 照南國民小學 林莉臻 洪靖凱 照南國民小學 陳昱緯 照南國民小學 陳翊畇 照南國民小學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創意賽國小組(8)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競賽國中組(11)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競賽國小組(17)

A桌

B桌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競賽高中職組(7)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足球(7)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OJ01 苗栗縣 豬排漢堡包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吳智偉 李政翰 苗里縣立南庄國中 羅永倫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連國有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OJ02 苗栗縣 講話阿！ 君毅高級中學 吳智偉 姜俊宇 君毅高級中學 曾國維 君毅高級中學 陳冠綸 君毅高級中學

OJ03 苗栗縣 豬排XO醬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吳智偉 戴偉澄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風彥良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陳弘展 苗栗縣立南庄國中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OS01 苗栗縣 CISH'S Ordinary community... 君毅高級中學 黃新福 許羽昊 君毅高級中學 邱惟翔 君毅高級中學 楊哲魁 君毅高級中學

OS02 苗栗縣 TWICE Fantasy 君毅高級中學 林玉潔 黃敬文 君毅高級中學 陳昱安 君毅高級中學 謝向陽 君毅高級中學

OS03 苗栗縣 乃碩豆硬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鍾凱翔 君毅高級中學 傅新元 君毅高級中學 廖明宣 君毅高級中學

OS04 苗栗縣 邊緣人戰隊 君毅高級中學 林汶忠 葉浚揚 君毅高級中學 林駿 君毅高級中學 林銘宏 君毅高級中學

OS05 苗栗縣 啾可伊斯米   君毅高級中學 羅立忠 杜昶震 君毅高級中學 程彥傑 君毅高級中學 陳有庫 君毅高級中學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MA01 苗栗縣 Nekopara 君毅高級中學 陳俊廷 游詠翔 君毅高級中學 何俊廷 君毅高級中學 溫廷瑋 君毅高級中學

MA02 苗栗縣 暮夏玥華 君毅高級中學 陳俊廷 黃浩倫 君毅高級中學 林耕伊 君毅高級中學 聶佐燁 君毅高級中學

MA03 苗栗縣 亞太智慧人3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葉律佐 李宜聯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王峻彥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徐詠維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MA04 苗栗縣 對~沒錯！ 君毅高級中學 陳俊廷 賴冠允 君毅高級中學 曾柏誠 君毅高級中學 鍾明禎 君毅高級中學

MA05 苗栗縣 G8dog 君毅高級中學 黃俊龍 彭家良 君毅高級中學 蔡煜桔 君毅高級中學 林庭毅 君毅高級中學

MA06 苗栗縣 輕量級 君毅高級中學 羅立忠 林泳旭 君毅高級中學 林軒暘 君毅高級中學 王靖博 君毅高級中學

MA07 苗栗縣 杜杜給我布斯 君毅高級中學 黃俊龍 張佑瑜 君毅高級中學 陳敬淳 君毅高級中學 胡官濠 君毅高級中學

MA08 苗栗縣 左手是輔助 君毅高級中學 羅立忠 黃文龍 君毅高級中學 陳竣笙 君毅高級中學 劉柏成 君毅高級中學

MA09 苗栗縣 無名隊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林旻良 君毅高級中學 吳家豪 君毅高級中學

MA10 苗栗縣 亞太智慧人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葉律佐 何宗勳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林俊辰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楊政皓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MA11 苗栗縣 蛋頭隊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邱品文 君毅高級中學 朱晨豪 君毅高級中學

MA12 苗栗縣 邊緣人隊 君毅高級中學 紅劬宇 范晟維 君毅高級中學 蔡杰倫 君毅高級中學 陳柏榮 君毅高級中學

MA13 苗栗縣 我只是不想被擋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溫柏亘 君毅高級中學 張桂銓 君毅高級中學 張玟棋 君毅高級中學

MA14 苗栗縣 水哥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劉詣翔 君毅高級中學 張謦翔 君毅高級中學 羅証鴻 君毅高級中學

MA15 苗栗縣 我沒再混 君毅高級中學 洪劬宇 黃振勛 君毅高級中學 朱廷笙 君毅高級中學 林慶華 君毅高級中學

MA16 苗栗縣 亞太智慧人2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葉律佐 鄭文忠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洪秉和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黃奕翔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創意賽國中組(3)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創意賽高中職組(5)                        

2017年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暨苗栗縣校際盃選拔賽-相撲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