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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1 EB07 臺中市 超越顛峰 林永正 高偉倫 台中市立大新國民小學 蘇郁暐 台中市大新國民小學

2 EB08 臺中市 東大之星 林渝臻 洪凱威 東海大學附屬小學 陳宥蓁 東海大學附屬小學 周杰翰 東海大學附屬小學

3 EA10 臺中市 One Second Robot 陳柏豪 張文瀚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賴宥任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佳作 EA02 臺中市 Two Second Robot 陳柏豪 陳傑文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詹竣評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 賴昕揚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民小學

佳作 EB04 雲林縣 正 粘振國 袁立宸 雲林縣正心中學 施博淞 雲林縣正心中學 施博閎 雲林縣鎮南國小

佳作 EA05 南投縣 我們會乖乖不吵架 鄒源晉 簡銘浩 南投縣立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李欣凌 南投國民小學 曹仕杰 南投縣立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佳作 EA07 臺中市 出人頭地 林永正 王晨洋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 郭家睿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

佳作 EB06 臺中市 Maroon2 陳樂熒 紀威亨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國小 許佑僑 台中市豐原區福陽國小

佳作 EA11 臺中市 GOGOGO 蔡億縉 陳均齊 台中市華盛頓國民小學 劉育安 台中市華盛頓國民小學

佳作 EB05 苗栗縣 成功龜 楊高智 廖晨勛 苗栗縣新南國民小學 張慈恩 苗栗縣新南國民小學 廖昱勛 苗栗縣新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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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1 JD07 臺中市 我愛TPA 王俊麟 林彥廷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承希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彥儒 台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晉級 2 JC01 臺中市 我來自衛道 王俊麟 吳定栩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蘇敬勛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3 JC06 雲林縣 fan in fun cry 粘振國 羅翊宸 雲林縣維多利亞雙語中學 李睿穎 雲林縣正心中學 蘇柏叡 雲林縣正心中學

佳作 JA09 臺中市 LUCKY 王俊麟 張世侑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鮑柏丞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佳作 JA03 臺中市 ACE王牌 朱怡蓉 方璿瑞 台中市 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黃睿程 台中市私立立人中學國中部 周柏翰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佳作 JB08 臺中市 ＥＯＣＥＯ 王俊麟 張崴誠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枋恕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JD01 臺中市 星爆老司機 王俊麟 林以 台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蔡孟紘 台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佳作 JA06 臺中市 爽文Star 林慧雲 曾禾翌頡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簡瑜瑶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佳作 JD02 臺中市 948794狂 胡啟有 黃翊哲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蕭譓贏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林慧玲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佳作 JB07 臺中市 來自星星的太陽 胡啟有 林子純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廖宇柔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黃懌欣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佳作 JC07 臺中市 怪獸來敲門 胡啟有 劉慧褀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劉慧真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黃馨儀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佳作 JA05 臺中市 金牌No.1 謝家靜 陳偉浚 台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齊得鈞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佳作 JC09 彰化縣 合光 賴姵伶 林萱雅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陳鵬允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林宏恩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佳作 JC05 彰化縣 KU名揚四海 黃山峯 蘇政穎 明道中學 許哲瑜 鹿鳴國民中學 陳煥元 鹿鳴國民中學

佳作 JB06 苗栗縣 夢之隊 林陳源 李英愷 建台中學 李玠澄 維真國中 陳昱維 新港國中

國小組競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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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競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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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1 SA02 苗栗縣 火箭隊 林陳源 林欣磊 新竹高中 李政倫 苗栗農工 張財福 大湖農工

2 SB02 臺中市 來自猩猩的捲頭髮 蔡銘育 江彥霆 私立大明高中 吳敬隆 私立大明高中 張鈞智 私立大明高中

3 SB06 彰化縣 鹿高再戰 楊錦明 吳祐毅 國立鹿港高中 劉晶 國立鹿港高中 尤廷嘉 國立鹿港高中

佳作 SA08 雲林縣 我不知道啦！問傑生 粘振國 紀柏謙 雲林縣正心中學 曾傑生 雲林縣斗六高中 陳毅 雲林縣西螺農工

佳作 SA01 臺中市 我狠遺汗 洪苑綾 陳苡甄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柯博翰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梁宇騰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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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1 A2 臺中市 允維 with 育秀 陳龍雄 蔡允維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朱育秀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晉級 2 C5 臺中市 亮君承翰戰神 陳龍雄 林亮君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承翰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晉級 3 B3 臺中市 溪南國中二號 胡啟有 陳立書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蔡宗翰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晉級 佳作 A1 臺中市 三個人的假吧的旅程 李曉萍 孫國豪 台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李宗祐 台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廖俊宇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A4 臺中市 當溪南季風再次颳起 胡啟有 陳定壑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廖偉勝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宥霖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佳作 B1 臺中市 FIRESTORM 吳龍發 吳亭諺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梁祐豪 台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佳作 B6 臺中市 溪南國中一號 胡啟有 楊智仁 溪南國民中學 楊宇翔 溪南國民中學 林弘軒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C1 臺中市 F5 Restart 黃忠志 徐炳辰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賴俊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溫梓傑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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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1 WE01 臺中市 救火隊 董玉明 黃昱翔 慎齋國小 許紘睿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小學部

2 WE04 臺中市 三人成虎 董玉明 林宸宏 華盛頓小學 葉柏漢 華盛頓小學 葉柏緯 華盛頓小學

3 WE02 臺中市 蛋黃哥 陳樂熒 鐘敏豪 台中市潭子區新興國小 陳法任 台中市華盛頓雙語小學

WEDO競賽(4)

高中職組競賽(12)

足球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