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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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桌

JA01 基隆市 泡芙阿姨 林柏宗 古昭璿 銘傳國中 王泳心 銘傳國中 歐妤賢 銘傳國中

JA02 臺中市 北新國中B 游世南 蘇家賢 北新國中 王宥竣 北新國中 耿苡榛 北新國中

JA03 臺北市 行 陳彥霖 張亦均 南門國中 劉俊麟 中正國中

JA04 臺南市 安妮熊熊最強 孫蜂揮 薛亦翔 金城國中 蘇振帆 金城國中

JA05 屏東縣 The Force Awakens 鄭安棋 鍾適安 高雄中學 徐可薰 中正國中 鍾燿安 中正國中

JA06 臺中市 ACE王牌 陳慶明 方璿瑞 葳格中學國際部 黃睿程 立人中學國中部 周柏翰 爽文國中

JA07 高雄市 無敵2人組 游紡孟 王岳閎 五福國中 王宏睿 師大附中

JA08 臺中市 腳前二指撞樹根 黃凱煇 紀聿軒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楚元 葳格高中國際部

JA09 新北市 種子隊 蔡蓓欣 巫鑫權 林口國中 巫辰鍰 林口國中

B桌

JB01 臺中市 北新國中C 游世南 林育敬 北新國中 劉家翔 北新國中 葉劭楷 北新國中

JB02 臺中市 EOCEO 何函霓 張崴誠 明道中學-國中部 李枋恕 明道中學-國中部

JB03 南投縣 戰鬥特警 黃山峯 李亮奇 旭光高中 梁語桓 中興國中 藍敬幃 南崗國中

JB04 苗栗縣 豬排便當 吳智偉 李仁富 君毅中學 陳昱廷 君毅中學 謝翔宇 君毅中學

JB05 臺中市 中平之星 梁竣貿 簡宏桀 中平國中 鄭傑元 中平國中

JB06 新北市 Mega Knight 葉思齊 黃鼎紘 南山中學 范閎凱 南山中學 何宸瑋 南山中學

JB07 臺北市 教練很瘦 陳彥霖 張善鈞 南門國中 陳韋翰 南門國中

JB08 臺中市 拿酒桃供葡萄 胡啟有 林俐妤 溪南國中 蘇子庭 溪南國中 廖佳琳 溪南國中

JB09 新竹市 拓荒者 林文民 陳建唯 新竹高工 盧妍蓁 成功國中 林彥妮 六家高中

C桌

JC01 新北市 Amoeba 鄭智睿 陳胤亘 康橋國際學校 賴翊洋 康橋國際學校

JC02 高雄市 e之變形蟲 李建宏 鄭筠祈 高師大附中國中部 方宥鈞 五福國中 黃紹承 立志中學國中部

JC03 臺中市 北新國中E 游世南 潘承佑 北新國中 沈晁陽 北新國中

JC04 臺北市 RobotHome 9 魏士楷 劉貴恩 興雅國中 林暐棋 東湖國中 馬于朝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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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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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6 雲林縣 fan in fun cry 沈廷豫 羅翊宸 維多利亞中學 李睿穎 正心中學 蘇柏叡 正心中學

JC07 桃園市 經國創紀元 潘俊宏 陳廷翊 經國國中 蔡侑哲 經國國中 吳翊仲 經國國中

J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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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09 臺中市 我愛TPA 王俊麟 蔡承希 惠文國中 林彥廷 惠文國中 陳彥儒 居仁國中

D桌

JD01 彰化縣 戰鬥特警 黃山峯 高睿駿 陽明國中 楊凱淵 陽明國中

JD02 臺中市 我來自衛道 王俊麟 吳定栩 衛道中學國中部 蘇敬勛 衛道中學國中部

JD03 嘉義縣 我們都沒有妹妹， 但我邊緣我驕傲 李威璋 林揚益 嘉華中學 陳重諺 嘉華中學 江浩宇 嘉華中學

JD04 臺北市 Boston Lobster 葉思齊 張嘉翔 裕德國中 余品劭 建國中學 藍聿萱 中正國中

JD05 新竹市 移動者 林文民 林廷威 曙光女中國中部 鍾尚修 曙光女中國中部 劉育成 光復高中

J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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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7 桃園市 佚名 黃啟彥 陳敏錡 建國國中 簡軾瑄 建國國中

JD08 彰化縣 超級特攻隊 黃山峯 許芫萁 鹿港國中 顏呈育 彰化高中 莊俊緯 精誠中學

JD09 臺北市 RobotHome 8 魏士楷 王治凱 明湖國中 許睿哲 明湖國中 黃梓旗 明湖國中

E桌

JE01 桃園市 國境之北 唐永光 莊秉澂 新明國中 吳紹祺 東興國中

JE02 臺中市 LUCKY 王俊麟 張世侑 明道中學 鮑柏丞 大業國中

JE03 臺北市 RobotHome 7 魏士楷 李元博 延平中學 蔡加恩 華興中學 林宸緯 延平中學

JE04 屏東縣 NJJH 納茲最帥 張書銘 李怡萱 南州國中 朱祐蔚 南州國中 林育名 南州國中

JE05 彰化縣 合光 陳俊仁 林萱雅 彰興國中 林庭瑜 彰興國中 林宏恩 彰興國中

JE06 臺中市 來自星星的太陽 胡啟有 黃懌欣 溪南國中 廖宇柔 溪南國中 林子純 溪南國中

JE07 高雄市 e之藍鵲 李建宏 李逸程 正義高中國中部 劉仲恆 道明中學國中部 林佑駿 陽明國中

JE08 桃園市 經國創世紀 潘俊宏 謝昀熹 經國國中 李明諭 經國國中 祁義翔 經國國中

JE09 新北市 機械斬神 林志隆 廖苡翔 恆毅中學 莊宇聖 鷺江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