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EA01 騎馬打妖怪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鍾政廷 鍾博宇 曾文韜

EA02 中二9487隊 大明國小 蔡蕙芳 郝家弘 陳鎮宏

EA03 艾斯特2 社口國小 陳新青 陳士庭 張浚豪

EA04 Pigs can fly 惠文國小 陳怡辰 林冠錥 鐘茝翔 易書珣

EA05 吉峰二隊 吉峰國小 阮培洲 曾俊勳 許彧誠 謝博全

EA06 超級彭坦克 育仁國小 張姿雯 詹濱僖 彭利秦

EA07 JVY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雙語小學 李天佑 李從嘉 林彤恩 呂育安

EA08 永隆二隊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廖以恩 王永毅 葉哲佑

EA09 想不到吧 台中市立新社國民小學 呂辰軒 董宥陞 詹景銘

EA10 勇士隊 惠來國小 李益昇 李佳欣 李政杰

EA11 衝鋒 台中市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蔡億縉 顏均縢 何品寬 顏上瀠

EB01 我覺得很隊 大甲國小 蔡玫麗 王稔凱 王稔傑 李澤森

EB02 大明特攻隊 大明國小 蔡蕙芳 劉可麗 吳庭愷 唐開宥

EB03 艾斯特3 社口國小 陳新青 呂宗罄 周則均

EB04 WE 惠文國小 簡華真 張文瀚 陳昱安 賴宥任

EB05 XD 頭家國小 王時霖  吳奕寬 吳奕增 葉宇祥

EB06 仁美這一隊 仁美國小 林世仲 林祺祐 林威達

EB07 益民驚人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徐曉珍 張承越 張承淅 李炯騰

EB08 KT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周毓修 鄭浚佑

EB09 文光創客 台中市沙鹿區文光國小 郭家富 郭秉諺 胡書翰

EB10 崇光之星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 賴秀怡 陳泊寯 廖宗祥 賴品翰

EB11 Fight 台中市葳格小學 蔡億縉 王聖閔 王冠翔 蔡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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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1 分類高手隊 葫蘆墩國小 林盈全 游宗翰 許人尹 游梓彤

EC02 艾斯特 社口國小 陳新青 陳祺仁 陳宥廷 劉恩廷

EC03 Super Robot 內埔國小 洪宛君 陳品任 陳品佑

EC04 Food panda 惠文國小 簡華真 羅海恩 陳承宥 無

EC05 機器人出沒隊 頭家國小 楊慧芳 施伯叡 方鈞立

EC06 無名氏 篤行國小 武正晃 吳品詰 吳品萱

EC07 大元Super Team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蕭雅勻 尤柏安 郭倯杞 尤柏聿

EC08 科積智多星 臺中市南陽國民小學 汪忠義 王銘鶴 高英成

EC09 九德為瑜隊 九德國小 謝淑雲 李鼎為 李紹瑜

EC10 衝衝衝 台中市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楊悰傑 江有承

ED01 超級衝鋒隊 南陽國小 楊馥綺 林柏鴻 林汏紝 羅尹睿

ED02 艾斯特1 社口國小 陳新青 王鳳玉 陳士洋 陳士哲

ED03 必勝隊 惠文國小 陳怡辰 柯品如 蘇方澤 鄧皓文

ED04 吉峰一隊 吉峰國小 阮培洲 郭騏熏 溫承諭 李松茆

ED05 彭彭曾 頭家國小 衛聿恆 曾詒軒 彭尚謙 彭定翊

ED06 Lobo 豐田國小 王乙祥 張凱榤 張祐閔

ED07 永隆一隊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林育滬 吳彩瑜 潘宇翔

ED08 潭子馬鈴薯 潭子國小 張萱靖 江定綸 戴瑋樂

ED09 鹿峰特攻隊 鹿峰國小 顏佩㦤 陳旻佑 蔡浚嘉

ED10 A. E. Robot 台中市西屯區永安國小 王麗芬 蘇柏愷 蘇郁涵

ED11 Super 台中市東興國小 林虹均 林勤哲 趙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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