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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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世界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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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世界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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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世界賽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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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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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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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叡 臺中市永隆國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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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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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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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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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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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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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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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煒喆 新北市秀峰國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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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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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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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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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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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叙文 臺中教育大學附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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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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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冠綸 彰化縣頂番國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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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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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昕祐 南投縣炎峰國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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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JE02 臺中市 LUCKY 王俊麟 張世侑 明道中學 鮑柏丞 大業國中

晉級世界賽 2 JA09 新北市 種子隊 蔡蓓欣 巫鑫權 林口國中 巫辰鍰 林口國中

晉級世界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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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世界賽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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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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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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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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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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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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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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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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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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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A03 臺北市 行 陳彥霖 張亦均 南門國中 劉俊麟 中正國中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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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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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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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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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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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JD07 桃園市 佚名 黃啟彥 陳敏錡 建國國中 簡軾瑄 建國國中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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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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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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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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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SC05 臺北市 RBH1 魏士楷 何秉育 大安高工 莊維勝 大安高工 林沛穎 大安高工

晉級世界賽 2 SA10 新竹市 飛行者 林文民 林郁傑 中興大學 黃益泓 明新科大 李翰寬 新竹高中

晉級世界賽 3 SA04 桃園市 啟英原味奶 馮建中 林展佑 啟英高中 林鈺騏 啟英高中 饒善閔 啟英高中

晉級世界賽 佳作 SA03 臺北市 內工電子 蕭仰均 張治尹 內湖高工 曹晉瑋 內湖高工 周柏睿 成功高中

佳作 SB03 臺北市 DKN-Exorcist 魏士楷 譚力誠 大安高工 李柏毅 大安高工

佳作 SB05 桃園市 學校名字好長 魏士楷 邱鉦淳 北科附工 蕭哲佑 北科附工 鄒鎧亦 北科附工

佳作 SC01 新北市 兄弟說帶頭牛出門散步 許國財 王韜智 東海高中 王淮安 東海高中 方譽翔 東海高中

佳作 SB06 新北市 滿分就是我 林志隆 朱東坡 奎山高中 李承儒 松山工農 陳俊曄 格致中學

佳作 SC06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01 黃雅謙 蔡定維 治平高中 吳俊宏 治平高中

佳作 SC03 臺南市 小象胖胖 孫蜂揮 蔡宇淮 新營高工 黃子恩 臺南高工 郭晉宇 崑山高中

佳作 SB07 新北市 lIlIlIlI 許國財 郭王成 東海高中 吳彥霆 東海高中 陳雨翰 東海高中

佳作 SC10 新北市 古有神牛嚐百草 許國財 林陳盛 東海高中 林育緯 東海高中 蔡昊軒 東海高中

佳作 SA01 基隆市 哈雷戰士 劉邦仁 李禹萱 輔大聖心高中 劉高甸 臺灣海大 劉芷妤 輔大聖心高中

佳作 SC08 新竹市 芭樂甲金蕉 李嘉凰 葉峻維 新竹高中 周楷紘 竹南高中

佳作 SB08 臺中市 勾形愛迪達 蔡銘育 江彥霆 大明高中 李見文 大明高中 吳敬隆 大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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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OA05 桃園市 奇幻隊 鄭頌穎 黃承皓 桃園市成功國小 游芷瑜 桃園市成功國小 林治鈞 桃園市成功國小

2 OA23 臺南市 好家在海東 陳丁福 鄭斯云 臺南市海東國小 陳楷彧 臺南市海東國小 翁睿廷 臺南市海東國小

3 OA28 高雄市 e起想想看 吳雅茹 邱怡瑄 高雄市東光國小 張宇揚 高雄市復興國小 柯欣妍 高雄市復興國小

佳作 OA13 新竹市 EK 莊聖文 許祐愷 苗栗縣建國國小 洪彥翔 新竹市三民國小

佳作 OA18 臺北市 海洋奇蹟 蔡先航 蔡宇翔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林翰 臺北美國學校 王鐸 臺北歐洲學校

佳作 OA06 臺南市 十元有藻 王怡方 姜瑀濬 臺南市海東國小 施威宇 臺南市海東國小 顏育騰 臺南市海東國小

佳作 OA31 彰化縣 KU戰鬥特警 黃山峯 楊程昇 臺中市信義國小 林恩宇 彰化縣民生國小 陳世杰 彰化縣南郭國小

佳作 OA02 彰化縣 田園奇機-播種省力器 許智昇 江明憲 彰化縣王功國小 林祐笙 彰化縣王功國小 李原宇 彰化縣王功國小

佳作 OA22 桃園市 忍者三兄弟 羅堅秩 羅以樂 桃園市龍星國小 楊一諾 桃園市潛龍國小 呂侑錡 桃園市新坡國小

佳作 OA09 高雄市 地瓜兄弟 黃一秀 劉彥辰 高雄市博愛國小 劉宣廷 高雄市博愛國小

佳作 OA19 高雄市 樂迷隊 林暐詒 鄭乃元 高雄市四維國小 陳明仁 高雄市漢民國小 郭城輝 高雄市東光國小

佳作 OA03 苗栗縣 豬排蓋飯 吳智偉 黎宸睿 苗栗縣建國國小 連侑軒 苗栗縣建國國小

佳作 OA21 臺北市 小風與太陽 黃柏勳 蔡文堯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陳妍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黃鈺淇 臺北市敦化國小

佳作 OA15 臺北市 HELLO MAKER Jr. 周佳弘 黃懷萱 臺北市義方國小 黃南鈞 臺北市文化國小

佳作 OA16 臺南市 小小草電力公司 王雅鈴 黃妍霏 臺南市海東國小 高頂軒 臺南市海東國小 施鈺萱 臺南市海東國小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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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世界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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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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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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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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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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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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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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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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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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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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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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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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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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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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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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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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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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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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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OS15 桃園市 好奇隊 羅堅秩 葉柏勛 治平高中 王大瑋 勤益科大 段崇浩 淡江大學

2 OS01 臺中市 立人科創2.0 柯瑞龍 李律穎 立人高中 陳宗群 立人高中 林永順 立人高中

3 OS02 新竹市 AJO 潘銘儒 吳杭鴒 新竹荷蘭國際學校 孫振軒 亞太美國學校 蔡安杰 國立科園實中

佳作 OS09 臺中市 G1 林祐正 林庭宇 臺中高工 李煥昌 臺中高工 賴姿妤 華盛頓中學

佳作 OS17 高雄市 淹水大隊 吳文斌 涂光毅 中山工商 孫繼禕 鳳山商工 蕭茂森 中山工商

佳作 OS11 新竹市 J.S 廖士傑 張郡慈 新竹女中 蔡馥璟 香山高中

佳作 OS05 新竹市 三個傻瓜 黃郁文 郭宥成 新竹高中 林孟廷 新竹高工 陳冠辰 國立科園實中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30 臺中市 溪南國中二號 胡啟有 陳立書 溪南國中 蔡宗翰 溪南國中

晉級世界賽 2 22 臺中市 串串 葉冬棋 李承翰 臺中一中 王順鴻 臺中一中 許碩恩 臺中一中

晉級世界賽 3 1 臺中市 亮君承翰戰神 陳龍雄 林亮君 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承翰 中科實中國中部

佳作 8 新北市 SOY condimentum 謝朝安 劉定鈞 秀峰高中 林梓獻 秀峰高中

佳作 6 臺中市 我要 我瘋 我愛 就是要這樣 胡啟有 陳定壑 臺中高工 陳宥霖 溪南國中

佳作 18 臺中市 三個人的假吧旅程 李曉萍 孫國豪 霧峰農工 李宗祐 霧峰農工 廖俊宇 臺中高工

佳作 16 新北市 pardus 謝朝安 范晟暐 普台高中 闕壯彣 育成高中 林品齊 介壽國中

佳作 31 臺中市 有空再說 胡啟有 林暐倫 溪南國中 吳嘉銘 臺中高工 謝宗佑 溪南國中

佳作 11 臺中市 沒事就睡覺 胡啟有 楊宇翔 溪南國中 楊智仁 溪南國中

佳作 12 臺中市 允維 with 育秀 陳龍雄 蔡允維 五權國中 朱育秀 臺中高工

佳作 28 臺中市 我愛猴子 黃忠志 王佳揚 崇倫國中 吳育丞 崇倫國中

佳作 27 桃園市 成功神之腳2 張凱皓 鄭宇倫 桃園市成功國小 巫亭緯 桃園國中 蔡承邑 桃園市成功國小

佳作 25 臺中市 北新國中 陳建州 羅文喬 北新國中 陳禹安 北新國中 林家葦 北新國中

佳作 15 屏東縣 明正足球B隊 呂清豪 陳柏妤 屏東女中 林楷哲 明正國中

佳作 20 臺中市 F5 Restart 游家政 賴俊霖 勤益科大 徐炳辰 僑泰高中

佳作 17 新竹縣 翻轉足球機器人 陳龍雄 陳昱辰 仁愛國中 洪睿遠 博愛國小 黃柏勳 成功國中

晉級 名次 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學生1 學生1學校 學生2 學生2學校 學生3 學生3學校
晉級世界賽 1 AA04 雲林縣 S.P.T. 林明宗 王奕智 虎尾科大 周嘉原 虎尾科大 鄭惟芯 虎尾科大

晉級世界賽 2 AA08 臺中市 JB_vip 陳昭亮 蔡承宗 中興大學 陳恕 中興大學 楊家明 中興大學

3 AB01 雲林縣 C.C.C. 林明宗 黃上芸 虎尾科大 吳承遠 虎尾科大 王皓平 虎尾科大

佳作 AA01 臺北市 小胖小胖 林志隆 蕭仰均 臺灣科技大學 何佩芸 臺灣科技大學 陳穎瀚 中國文化大學

佳作 AB03 臺中市 要來點兔子嗎 陳仕杰 蘇庭頤 中興大學 陳新承 中興大學 許喬暘 中興大學

佳作 AA02 桃園市 打家豪 羅嘉寧 周怡君 銘傳大學 姚昱慈 銘傳大學

高中職組創意賽(13)

足球賽(32)

進階挑戰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