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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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01 桃園市 會稽國中1 侯俊宇 張家舜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黃驀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呂理安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JA02 臺北市 想不到 陳彥霖 陳敏錡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傅家均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何以謙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JA03 新北市 iCore Lego junior 黃尊意 周業崴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周業恩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JA04 新北市 AT力場 黃得榮 林鑫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陳源崧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JA05 台北市 Lucky Dragon 葉思齊 藍子霖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李昀泰 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陳昱穎 新北市埔墘國民小學

JA06 台北市 RobotHome 7 魏士楷 李元博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部 蔡加恩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林宸緯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部

JA07 新北市 恆毅8 伍宏麟 馮家宏 恆毅中學 王世傑 恆毅中學 黃聖祐 恆毅中學

JA08 新北市 獸比南山 陳皇羽 邱健智 東山國中 韓丞濬 南山國中 鄭錚聖 南山國中

JA09 新北市 恆毅11 伍宏麟 洪睿孚 恆毅中學 吳浩祥 恆毅中學 朱浚豪 恆毅中學

JA10 新北市 沒有這三隊 陳宣宏 張維駒 格致中學 鍾宜杉 新莊國中

JA11 新北市 淡江神人隊 顧志華 呂子慶 私立淡江高中 張桓睿 私立淡江高中

JB01 桃園市 最佳拍檔 邱創傑 彭瑞宸 莊敬國民中學 鄭宇倫 青溪國民中學

JB02 臺北市 行 陳彥霖 張亦均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劉俊麟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揚青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JB03 台北市 新手 黃小珮 蘇柏瑄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黃柏誠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JB04 台北市 Hmall Sappy 葉思齊 汪劭勳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戴祺原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JB05 新北市 恆毅4 伍宏麟 蕭丞佑 恆毅中學 張紘睿 恆毅中學 林恩睿 恆毅中學

JB06 桃園市 快樂好棒棒 黃雅謙 林立宇 青溪國中 林志曄 建華國中 蔡定綸 建華國中

JB07 新北市 沒有這一隊 陳宣宏 紀景隆 丹鳳國中 王健銘 裕德國中

JB08 台北市 無名屁孩 蔡仕筌 陳上恩  台北市麗山國中 楊子良 台北市明湖國中

JB09 新北市 哥斯大黎加林務局局長 張嘉豪 朱禎城 桃園農工 鄭博允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沛諄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JB10 基隆市 TCRA-4 鍾竣丞 王薏茹 銘傳國中 江尚芸 銘傳國中 劉晧安 時雨中學

JB11 新北市 恆毅2 伍宏麟 林宥均 恆毅中學 林禹瀙 恆毅中學 余祥任 恆毅中學

JC01 臺北市 SORRY BRO 陳彥霖 溫仲行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朱容逵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黃宇彤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JC02 新北市 恆毅12 伍宏麟 陳諺廷 恆毅中學 曾鈺翔 恆毅中學 李宗叡 恆毅中學

JC03 基隆市 TCRA-1 鍾竣丞 魏稟峯 武崙國中 馬毅叡 銘傳國中 張皓軒 銘傳國中

JC04 台北市 達文西 朱浩維 薛詮 仁愛國中 卜柏瑋 仁愛國中 莊立銘 士林國中

JC05 新北市 Mega Knight 葉思齊 黃鼎紘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范閎凱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何宸瑋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JC06 桃園市 國境之北 唐永光 莊秉澂 桃園市新明國中 吳紹祺 桃園市東興國中

JC07 新北市 機械斬神 林志隆 廖苡翔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莊宇聖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JC08 台北市 特斯拉白金 洪子銘 郭明聖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吳秉家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王弘宇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JC09 新北市 恆毅6 伍宏麟 李澤宇 恆毅中學 陳紘誼 恆毅中學 黃宇盛 恆毅中學

JC10 新北市 萬事OK 黃得榮 羅士博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潘禹丞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附屬國中部

JC11 臺北市 棒棒大伯 陳彥霖 謝承廷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許詠傑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呂文煒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JD01 基隆市 TCRA-3 鍾竣丞 王泳心 銘傳國中 歐妤賢 銘傳國中 古昭璿 銘傳國中

JD02 台北市 Boston Lobster 葉思齊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余品劭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藍聿萱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JD03 臺北市 宇幻一號 陳彥霖 周韋翰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靖軒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諺增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JD04 桃園市 國境之南 唐永光 黃 勛 私立大華中學 劉宣暐 私立復旦中學

JD05 台北市 RobotHome 5 魏士楷 陳暘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楊承勳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洪曼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D06 新北市 沒有這兩隊 陳宣宏 游閎翔 慧燈中學 吳詠承 豐年國中

JD07 台北市 RobotHome 9 黃安妤 劉貴恩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林暐棋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馬于朝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JD08 新北市 get out of my jungle 林志隆 巫鑫權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巫辰鍰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JD09 新北市 恆毅9 伍宏麟 張定緯 恆毅中學 梁凱博 恆毅中學

JD10 新北市 蛋洗廁所 林志隆 陳胤亘 康橋國際學校 賴翊洋 康橋國際學校 廖柏瑋 新北市中山國中

JD11 新北市 Play of the game 伍宏麟 陳冠志 恆毅中學 王彥傑 恆毅中學 郭駿廷 恆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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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01 台北市 防衛隊 洪子銘 李慈育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宋起綸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JE02 臺北市 我明天要減肥 陳彥霖 黃健維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善鈞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陳韋翰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JE03 新北市 GJ-奈力隊 張富翔 鄧力允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劉仁竣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JE04 新北市 恆毅3 伍宏麟 郭昱宏 恆毅中學 楊宸鑫 恆毅中學 葉昰廷 恆毅中學

JE05 台北市 Small Happy 葉思齊 蔡其翰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祐祥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慎禧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JE06 臺北市 快樂余頎 陳彥霖 陳頎崴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余長謙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JE07 基隆市 TCRA-2 鍾竣丞 林祥庭 銘傳國中 劉明捷 成功國中 許尚軒 武崙國中

JE08 台北市 Robot三人組 吳永標 吳承祐 台北市龍門國中 吳芊慧 台北市建安國小 徐士哲 新北市南山高中(國中部)

JE09 新北市 Super formular 葉思齊 張庭碩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黃柏睿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丁俞豪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JE10 台北市 RobotHome 8 魏士楷 王治凱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許睿哲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黃梓旗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E11 新北市 快樂真的好棒棒 林志隆 林亮澐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昭廷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陳柏宇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JF01 臺北市 我不要最後一名 蕭仰均 郭宸維 台北歐洲學校 郭宣彤 台北歐洲學校

JF02 台北市 特斯拉黃金 洪子銘 葉泓緯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陳施翰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賴進聰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JF03 台北市 RobotHome 6 魏士楷 陳廷綱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江杰穎 台北伯大尼美國學校 鄭宇程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JF04 新北市 恆毅5 伍宏麟 李致廷 恆毅中學 鍾雨衡 恆毅中學 劉書寰 恆毅中學

JF05 桃園市 會稽國中2 侯俊宇 黃承洋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梁智翔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蔡捷伃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JF06 新北市 恆毅7 伍宏麟 薛丞佑 恆毅中學 李冠誼 恆毅中學 廖奕丞 恆毅中學

JF07 新北市 哥斯大黎加林務局副局長 張嘉豪 葉秉恩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莊凱捷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JF08 新北市 恆毅1 伍宏麟 賴韋呈 恆毅中學 胡皓昀 恆毅中學 葉庭瑜 恆毅中學

JF09 新北市 恆毅10 伍宏麟 蔡承廷 恆毅中學 蔡政哲 恆毅中學 程顥 恆毅中學

JF10 臺北市 幸運星 陳彥霖 陳昱宏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周瑀倢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JF11 新北市 恆毅13 伍宏麟 高奕弘 恆毅中學 林翔宇 恆毅中學 郭宗彥 恆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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