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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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01 基隆市 winner 林柏宗 許宇賢 基隆市信義國小 魏烽修 基隆市武崙國小

EA02 桃園市 響徹雲霄4 蔡文玉 陳則迦 桃園市桃園國小 許哲綸 桃園市桃園國小 沈恩頨 桃園市桃園國小

EA03 臺南市 有備而來 孫蜂揮 林楷恩 臺南市復興國小 楊佳霖 臺南市勝利國小

EA04 新北市 埔墘強棒隊 陳彥霖 王彥茗 新北市埔墘國小 劉泓樂 新北市埔墘國小

EA05 新北市 史上史上最時尚 葉思齊 丁品文 新北市文聖國小 陳學綸 新北市及人小學

EA06 苗栗縣 平安龜 沈惠英 陳昱瑄 苗栗縣新南國小 周有志 苗栗縣新南國小 張廷碩 苗栗縣新南國小

EA07 嘉義縣 KL Boys 郭育彰 李俊儒 嘉義縣景山國小 郭成恩 嘉義縣竹村國小

EA08 新竹市 綠光閃電 王志明 蔡尚融 新竹市龍山國小 劉遠樟 新竹市培英國中

EA09 高雄市 科學家隊 柯炯廷 陳羿勳 高雄市壽天國小 林彥甫 高雄市壽天國小 陳亮廷 高雄市壽天國小

EA10 臺東縣 叫我謝老闆隊 施佳成 謝盛宇 臺東縣東海國小 陳麒畯 臺東縣馬蘭國小 高睿辰 臺東縣馬蘭國小

EB01 新北市 楊赫晁權隊 張嘉豪 楊赫 新北市裕德國小 劉晁權 新北市裕德國小 蔡宜臻 新北市裕德國小

EB02 南投縣 我愛炎峰 洪國哲 林德榮 南投縣炎峰國小 石昕祐 南投縣炎峰國小 詹泊修 南投縣炎峰國小

EB03 彰化縣 你說對不隊 李佳雯 黃品諺 彰化縣頂番國小 黃冠綸 彰化縣頂番國小 陳堃侑 彰化縣頂番國小

EB04 臺中市 中教之星 劉蓉 石少閎 臺中教育大學附小 王叙文 臺中教育大學附小 戴登周 臺中教育大學附小

EB05 臺中市 永隆捍銳城 張安邦 蘇紹丞 臺中市永隆國小 陳品叡 臺中市永隆國小 詹旻翰 臺中市永隆國小

EB06 桃園市 成功之星3 許財得 林彥宇 桃園市成功國小 黃之庭 桃園市成功國小 閻宥伊 桃園市成功國小

EB07 臺南市 火腿肉絲蛋炒飯 孫蜂揮 張智媛 臺南市寶仁國小 張哲睿 臺南市寶仁國小

EB08 新北市 樂高萬歲 張嘉玓 黃楷翔 新北市秀峰國小 彭煒喆 新北市秀峰國小

EB09 高雄市 傑克機器人 黃惠琴 王柏翰 高雄市莒光國小 田佳周 高雄市莒光國小

EB10 臺北市 棒棒伯 陳彥霖 呂文琦 臺北市復興國小 駱泓昌 臺北市復興國小 施彥綸 臺北市復興國小

EC01 新竹市 使命必達 林文民 彭冠予 新竹市三民國小 林肯謙 新竹市三民國小 李瑞洋 新竹市三民國小

EC02 高雄市 暈倒可樂 蔡坤佑 陳則宇 高雄市龍華國小 趙承璋 高雄市新上國小 曾柏愷 高雄市陽明國小

EC03 臺南市 電腦毀滅者 孫蜂揮 張正謙 臺南市東光國小 蔣佳翰 臺南市永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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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4 臺中市 永隆蓉恩隊 張安邦 廖以蓉 臺中市永隆國小 廖以恩 臺中市永隆國小

EC05 新北市 Overdrive 葉思齊 Owen Lai TAS臺北美國學校 李芩諭 新北市裕德國小 張祐誠 臺北市復興國小

EC06 桃園市 我們一定要贏 邱創傑 游雅涵 桃園市青溪國小 賴和儀 桃園市青溪國小

EC07 新北市 人生勝利組 張嘉玓 甯泰翔 新北市崇德國小 張惟喆 新北市崇德國小

EC08 基隆市 寶咖咖 林柏宗 張博惟 基隆市聖心小學 楊沛軒 基隆市暖西國小

EC09 桃園市 見招拆招 邱創傑 鄭祐昇 桃園市青溪國小 陳昱安 桃園市青溪國小 簡睿均 桃園市青溪國小

ED01 臺中市 超越顛峰 施克敏 高偉倫 臺中市大新國小 蘇郁暐 臺中市大新國小

ED02 高雄市 e之老虎 簡信傑 孫奇霆 正義高中國中部 鄧皓文 高雄市四維國小

ED03 臺南市 火焰戰士 孫蜂揮 吳哲翰 臺南市裕文國小 林維軒 臺南市大灣國小

ED04 高雄市 所以奶茶 蔡坤佑 駱顗安 高雄市瑞祥國小 張軒懷 高雄市博愛國小

ED05 臺北市 RobotHome 16 魏士楷 陳建昕 臺北市方濟中學 蔡習創 臺北市民權國小 范至翔 臺北市龍門國中

ED06 新北市 地表最強隊 張嘉豪 徐語馡 新北市海山國小 黃一祐 新北市海山國小

ED07 屏東縣  附小A隊   李俊輝 周士雄 屏大附小 周芸禾 屏大附小 吳婉瑄 屏大附小

ED08 臺中市 東大之星 林渝臻 洪凱威 東海大學附小 周杰翰 東海大學附小 陳宥蓁 東海大學附小

ED09 新竹縣市 青剛櫟 吳承諺 李子平 新竹縣十興國小 戴偉恩 新竹市東園國小

EE01 新北市 Victorier 張嘉玓 張裕洸 新北市秀峰國中 吳胤辰 新北市秀峰國小 張劭宇 新北市秀峰國小

EE02 臺南市 生物救援隊 李季錦 陳芃妍 臺南市新進國小 陳芃穎 臺南市新進國小

EE03 臺北市 RobotHome 15 魏士楷 賴威宏 臺北市敦化國中 龔亮宇 臺北市明湖國小 蔡承學 臺北市麗湖國小

EE04 新竹縣市 拉拉雞 吳承諺 謝杰翔 新竹市新竹國小 李子安 新竹縣十興國小

EE05 新北市 lucky winner 黃詩家 鄭富升 新北市榮富國小 賴鍇南 新北市榮富國小

EE06 新北市 林口樂奇4隊 陳信宏 蔡宗恩 新北市麗林國小 官威翰 新北市麗林國小

EE07 臺中市 Sunshine 蔡億縉 林垣熙 臺中市忠孝國小 黃允文 臺中市忠孝國小

EE08 臺中市 益民驚人 王晶 張承越 臺中市益民國小 張承淅 臺中市益民國小 柯善宸 臺中市益民國小

EE09 苗栗縣 ACV 蔡翔詒 潘昺君 苗栗縣建中國小 潘姿頻 苗栗縣建中國小 賴妍希 苗栗縣建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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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te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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