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獎項 隊伍編號 縣市 隊名 教練 指導老師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學生4 學生5 學生6 學生7 學生8 學生9 學生10

國際賽

資格
1 冠軍 FLL49 南投縣 Never Give Up 鄒源晉 黃凱煇 林祐碩 曹仕昀 曹仕杰 簡銘浩 呂育安 李欣凌 洪立宸 林德榮 簡瑋呈

國際賽

資格
2 亞軍 FLL27 台中市 Water In Need (WIN) 林永正 黃凱煇 林彥廷 鄭有勛 林宥均 蘇郁暐 李從嘉 林以 紀威亨 呂宣陽 郭家睿 劉捷仁

3 季軍 FLL38 臺中市 崇善如流 黃忠志 陳美岑 莊敏訢 林姿佑 劉子綾 林伊珊 賴宣任 盧易辰 王定庭 王柔憬 吳振一 徐綺若

4 最佳裁判團獎 FLL39 屏東縣 明正水資源戰隊 陳盈吉 呂清豪 陳柏諺 趙學寬 楊柏鑫 王辰皙 林楷哲 利榆喬 王熙元 邱柏鈞 簡瑞智 陳姸儒

5 機器人表現第一名 FLL49 南投縣 Never Give Up 鄒源晉 黃凱煇 林祐碩 曹仕昀 曹仕杰 簡銘浩 呂育安 李欣凌 洪立宸 林德榮 簡瑋呈

6 機器人表現第二名 FLL53 台南市 海東智庫 翁文彬 洪駿命 翁睿廷 黃翊恩 高頂軒 顏育騰 黃裕博 魏佳安 吳柏陞 姜瑀濬 周銘宥 黃妍霏

7 機器人表現第三名 FLL33 新北市 川流不息 陳子揚 林基揚 莊曜宇 簡尉任 林祐安 曹文正 陳韋丞 李立儒 江彥蓁 楊子萮 鄭鼎翰 許惟綸

8 機器人表現第四名 FLL27 台中市 Water In Need (WIN) 林永正 黃凱煇 林彥廷 鄭有勛 林宥均 蘇郁暐 李從嘉 林以 紀威亨 呂宣陽 郭家睿 劉捷仁

9 機器人結構設計獎第一名 FLL47 台南市 海東好神！好省！ 翁文彬 洪駿命 李品翰 王語嫻 沈柏學 林品諺 陳楷彧 林聖諺 吳羽峻 周旻成 顏赫毅 鄭斯云

10 機器人結構設計獎第二名 FLL52 台中市 ASTonishing 黃凱煇 Patrick Herding 颜晟安 呂文昊 石昕祐 林士紘 林宸溢 林仕頣 詹哲掄 莊少齊 Ethan Struble

11 機器人程式設計獎第一名 FLL09 高雄市 e就是水 簡信傑 鐘憶緗 黃紹承 蔡旭淮 張禎祥 陳沁諄 陳震昕 范兆鈞 柯欣妍 張宇揚 嚴子睿

12 機器人程式設計獎第二名 FLL12 台中市 The Water of Life (TWL) 湯又瑋 黃凱煇 孫宇衡 張駿烽 劉恆昊 水谷亞栖真 陳彥宇 鐘茞翔 林冠錥 易書珣

13 最佳創新解決問題獎 FLL17 彰化縣彰化市 蹦噠蹦噠 李建嶠 鄭安棋 楊叔晴 林宜萱 邱屏煜 陳心如 黃琳鈞 張晉嘉 董家豪

14 最佳創意簡報獎 FLL04 新北市 GJ-This is how we play 許議鶴 蔡嘉聰 潘昭廷 林宸睿 鄧力允 吳承軒 林玟安 林玟宇 曾啟豪 張朝淳 丁柏丞 陳映汝

15 研究品質獎第一名 FLL03 台中市 溪望之水 胡啟有 宋淑娟 劉慧祺 林俐妤 蘇子庭 廖佳琳 劉慧真 蕭譓贏 羅子宜 陳宥霖 楊智仁

16 研究品質獎第二名 FLL16 彰化縣 鹿高熱水沸騰 楊錦明 鄂華鄉 王冠霖 王星智 施昶宇 黃可樂 花主績 何駿棋 曾莨壹 丁奕翔 黃昱傑

17 最佳團隊及營運管理獎 FLL07 台南市 Un-Angry Birds 鄧林雅玲 Jacob Ong 鄧謀聖 鄧潔靈 鄧謀昌 鄧謀謙 楊恩綺 田書凡 林威昕 楊凱丞 劉芯妤 曾廷瑋

18 最佳團隊精神獎 FLL23 屏東縣 萬年溪望 呂清豪 李俊輝 吳婉瑄 呂子翔 周芸禾 陳宥融 賴繹翔 周彣軒 盧沄沄

19 百戰百勝獎 FLL28 臺中市 崇塑生活 黃忠志 陳美岑 王逸嘉 呂和鑫 李怡瑾 陳羿璇 李鳶 蔡宜庭 王亭云 陳巧翎 郭冠辰 蔡佳諭

20 最佳新星團隊獎 FLL20 嘉義市 王妃再臨 沈奕成 王靜儀 吳若揚 鄭光原 吳惠雯 陳玉萱 張舒晴 林沁儒 劉宸安 王重鈞

21 最佳人氣獎 FLL01 台北市 CGdynamics 唐立才 蔡謹韓 高奕弘 謝明學 王暐博 陳醇臻 鄭均智 吳建維 趙俊凱

22 佳作 FLL02 台東縣 智能水醫生 翁文彬 陳君涵 黃柏元 孫楷彥 余芷萱 謝承慧 陳晨薰 李永婕 諶子歆 陳繹如 李凱洛 曾亮瑜

23 佳作 FLL13 高雄市 欸曲兔鷗 曾聖群 曾聖群 葉勛其 李佳宥 莊閔齊 莊碩恩 李沂秦 陳泓宇 陳泓睿 葉雨儒

24 佳作 FLL19 嘉義市 節水高手 沈奕成 王靜儀 沈宣佑 王冠文 方浩宇 方俐心 郭怡潔

25 佳作 FLL15 嘉義縣 希望無限 翁菁徽 吳冠儒 羅立茵 王亦辰 黃謹仁 李敬紳 謝翔宇 戴牧耘 吳智媛

26 最佳個人精神獎 FLL08 新北市 恆毅H 李東原 伍宏麟 彭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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