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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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OJ01 南投縣 仁愛國中勇士 彭慧怡 廖維杰 仁愛國中 廖巧柔 仁愛國中 林語浩 仁愛國中

OJ02 臺中市 閃耀之新 許鈴佑 陳冠吉 北新國中 黃煜哲 北新國中 陳冠全 北新國中

OJ03 新北市 創意恆毅14 李東原 羅大毅 恆毅中學 顏子堯 恆毅中學 黃昱勛 恆毅中學

OJ04 桃園市 永續超人 羅堅秩 詹濬齊 振聲國中 莊峻安 龍潭國中 張希豪 清華國中

OJ05 苗栗縣 AI超智能盆栽 謝漢威 徐子翔 康乃薾美國學校

OJ06 彰化縣 沒問題 郭靜儀 戴宇偵 彰興國中 蔡昀倢 彰興國中 陳映彤 彰興國中

OJ07 新北市 創意恆毅3 賴勇先 許傑凱 恆毅中學 葉育碩 恆毅中學 胡郁騰 恆毅中學

OJ08 苗栗縣 豬排漢堡包 吳智偉 連國有 南庄國中 羅永倫 李政翰

OJ09 新北市 創意恆毅8 張力仁 謝翔 恆毅中學 吳彥穎 恆毅中學 徐松廷 恆毅中學

OJ10 桃園市 經國星際大隊 李欣怡 蔡毅龍 經國國中 蔡睿霈 經國國中 簡麟懿 經國國中

OJ11 新北市 創意恆毅15 李東原 吳承晏 恆毅中學 馮柏源 恆毅中學 廖璿安 恆毅中學

OJ12 臺中市 節電牛舍 李曉萍 吳靜雯- 中平國中 徐麒恩 中平國中

OJ13 新北市 創意恆毅5 賴勇先 羅子傑 恆毅中學 蔡玓璉 恆毅中學 洪佑澤 恆毅中學

OJ14 高雄市 C/S特勤隊 吳文斌 李家宏 正興國中 洪大千 新興國中 黃信澤 大榮中學

OJ15 新北市 光帆計畫 紀云堤 張睿芃 恆毅中學 姬萱亭 恆毅中學 吳立鈞 恆毅中學

OJ16 南投縣 SEEJIQ BALAY 林大智 余安琪 仁愛國中 陳雅憶 仁愛國中 蔡文杰 仁愛國中

OJ17 新北市 創意恆毅7 張力仁 陳宇綸 恆毅中學 黃義驊 恆毅中學 陳庚甲 恆毅中學

OJ18 桃園市 小櫻保育大隊 羅堅秩 蔣亦秦 石門國中 賴泓佑 平鎮國中

OJ19 彰化縣 JCSuper 郭靜儀 林嬿芸 彰興國中 許歡 彰興國中 葉娟瑜 彰興國中

OJ20 新北市 創意恆毅13 李東原 黃詠宸 恆毅中學 盧彥霖 恆毅中學 戴廷聿 恆毅中學

OJ21 臺中市 閃蝦全場 李曉萍 林稔耘 東山高中 吳靜雯 中平國中 張釋揚 中平國中

OJ22 新北市 創意恆毅2 賴勇先 許展豪 恆毅中學 李家維 恆毅中學 張敦翔 恆毅中學

OJ23 新竹縣市 G.W.N 潘銘儒 蔡昇佑 香山高中 王昱杰 六家國中 陳冠羲 成功國中

OJ24 新北市 創意恆毅6 張力仁 陳正邦 恆毅中學 林祐聖 恆毅中學 林承翰 恆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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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25 新竹市 豬排蛋包飯 吳智偉 王證維 建功高中 徐佳慈 新竹美國學校 黃昱翔 育賢國中

OJ26 臺北市 HELLO MAKER二隊 周佳弘 李冠逸 中正國中 方揚羲 無界塾 黃戎瑍 金華國中

OJ27 新北市 創意恆毅9 張力仁 吳秉軒 恆毅中學 林冠甫 恆毅中學 潘源承 恆毅中學

OJ28 臺東縣 貴族釋迦 邱俊智 林祐誠 新生國中 蔡昀晉 東海國中

OJ29 新竹市 C.I.W 潘銘儒 黃懷禛 三民國中 陳昱瑋 三民國中 蔡昊恩 竹光國中

OJ30 彰化縣 風雲再起 陳聯傑 吳岳軒 彰泰國中 江裕峰 彰泰國中 陳鵬允 彰興國中

OJ31 新竹縣 滅火機器人 黃郁文 彭信嘉 成功國中 周昀蓉 成功國中 陳立柏 康乃爾中學

OJ32 新北市 創意恆毅10 張力仁 周秉宏 恆毅中學 黃楚恩 恆毅中學 陳震維 恆毅中學

OJ33 屏東縣 NJJH 張書銘 張婕 南州國中 潘惠珍 南州國中 顏志鈴 南州國中

OJ34 新北市 創意恆毅12 李東原 蔡宇承 恆毅中學 陳禹丞 恆毅中學 吳泓緯 恆毅中學

OJ35 新竹市 物盡其用 呂明蔚 鄭陳詮 竹光國中 詹于萱 建華國中 李國豪 普台高中附設國中部

OJ36 臺南市 Sun Tornado 林宗祺 吳佩穎 佳里國中 曾紹恩 佳里國中 曾紹剛 佳里國中

OJ37 新北市 IASN 蔡嘉聰 張莉騏 格致中學 劉巧樂 格致中學 朱晶瀅 格致中學

OJ38 新北市 GJ-Water Future 林郡君 陳家儀 格致中學 楊家驊 格致中學 梁亦安 格致中學

OJ39 桃園市 充向未來 羅堅秩 謝祥辰 龍岡國中 張幸妤 龍潭國中 李浚瑋 東安國中

OJ40 新北市 創意恆毅1 賴勇先 洪睿呈 恆毅中學 黃楷宸 恆毅中學 楊秉諴 恆毅中學

OJ41 苗栗縣 帶著炸豬排飯闖蕩異世界 吳智偉 曾國維 君毅高中 王政甯 君毅高中 劉益彰 君毅高中

OJ42 彰化縣 KU名揚四海 黃山峯 陳美瑜 陽明國中 郭峻銘 彰興國中 賴俋仁 彰安國中

OJ43 臺北市 永續特攻隊 蔡先航 許勝傑 臺北美國學校 許雲婕 臺北美國學校

OJ44 屏東縣 建喬隊 陳盈吉 陳建佑 明正國中 利榆喬 明正國中

OJ45 苗栗縣 純粹想吃豬排 吳智偉 張碩言 君毅高中 曾國昱 君毅高中 藍宣堯 君毅高中

OJ46 新北市 創意恆毅11 李東原 潘逸文 恆毅中學 伍欣宜 恆毅中學 丁于宸 恆毅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