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EA01 登發國小,瑞祥國小,陽明國小 e之草莓 蔡德暐 彭致予 光華國小 蔡汶桐 瑞祥國小 林柏岑 陽明國小

EA02 楠陽國小 詩沐魚 趙志康 陳濬沐 楠陽國小 陳詩翰 楠陽國小

EA03 福山國小 忍者旋風隊 柯炯廷 饒睿豐 福山國小 陳昕禾 東光國小

EA04 新民國小 天馬行空隊 蔡坤佑 歐宸均 新民國小 蔡定翰 新莊國小

EA05 龍華國小 Easy robot 周佳賢 李蘇容 龍華國小 李宜霖 龍華國小

EA06 四維國小 遜蜢聾 游紡孟 王靖瑜 四維國小 黃冠祐 四維國小

EA07 四維國小,中山國小,龍華國小 e之香蕉 蔡德暐 鄧皓文 四維國小 鄭宇哲 中山國小 吳彥鋐 龍華國小

EA08 林園國小 林園e起來 謝見順 高榆涵 林園國小 謝秉璋 林園國小

EA09 福山國小 圓創力A 李宗屏 陳宇德 福山國小 黃宇弘 中芸國小

EA10 文山國小 耕宏防衛隊 周柄宏 楊詠森 文山國小 柯羽岑 鳳山國小

EB01 明誠國小,莊敬國小,四維國小 e之檸檬 蔡德暐 朱嚴寘 明誠國小 鍾宜宏 莊敬國小

EB02 中山國小 烈焰飛鳳 柯炯廷 許哲豪 中山國小 張東承 中山國小 許震耀 新民國小

EB03 文華國小 傳說隊 王婉寧 蘇家嫺 文華國小 蘇冠安 文華國小

EB04 福山國小 起始火焰隊 蔡坤佑 張合寬 福山國小 周和謙 福山國小

EB05 龍華國小 組一隊 柯炯廷 陳奕廷 龍華國小 周祖安 中山國小

EB06 四維國小、鳳山中正國小 黑漩渦 游紡孟 王顥潤 四維國小 李昱永 鳳山中正國小

EB07 文府國小,四維國小,楠陽國小 e之荔枝 蔡德暐 蔡崧翌 文府國小 范兆鈞 四維國小 洪冠傑 楠陽國小

EB08 林園國小 翻滾吧林園 謝見順 楊定勳 林園國小 蔣家睿 林園國小

EB09 新上國小 圓創力輕鬆玩 周柄宏 黃愷鈞 新上國小 陳俊穎 新上國小 蔡逸熏 興糖國小

EB10 龍華國小 X特攻隊 周佳賢 鄭硯尹 龍華國小 林宸毅 龍華國小 鄭兆勛 中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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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 學校 隊員 學校

EC01 獅湖國小 蛋餅奶茶隊 柯炯廷 潘柏翰 獅湖國小 賴秉逸 勝利國小 劉家睿 龍華國小

EC02 新上國小 宗英對趙隊 蔡坤佑 趙承璋 新上國小 張宗文 四維國小

EC03 楠陽國小 座燈鯨 趙志康 周廷軒 楠陽國小 葉名恩 楠陽國小 賴冠穎 楠陽國小

EC04 竹圍國小 竹圍彌陀戰隊 周柄宏 鄭允彥 竹圍國小 梁昕暐 彌陀國小

EC05 鳳西國小 豬隊友隊 王婉寧 林土水 鳳西國小 謝鎮 鳳西國小

EC06 正興國小,文華國小 e之水梨 蔡德暐 李碩元 正興國小 呂祥宇 文華國小

EC07 林園國小 林園花甲大男孩 謝見順 黃丞佑 林園國小 梁紘瑋 林園國小

EC08 苓洲國小 跑跑特斯拉隊 周佳賢 楊硯宇 苓洲國小 高泂森 高雄美國學校

EC09 陽明國小 e之葡萄 蔡德暐 賴振右 陽明國小 王翊豪 陽明國小 高瑞宥 陽明國小

EC10 高師大附小、福東國小 X-Team 游紡孟 刁敬 師大附小 謝欣祐 福東國小

ED01 高雄美國學校 獵豹隊 柯炯廷 黃亭禎 高雄美國學校 黃漢洋 義大國際小學

ED02 龍華國小 霹靂戰艦隊 蔡坤佑 蕭書璿 龍華國小 董宸佑 博愛國小 盧關任 文府國小

ED03 壽天國小 獨角獸隊 周佳賢 陳亮廷 壽天國小 林彥甫 壽天國小

ED04 東光國小 圓創力 周柄宏 楊閔竣 東光國小 李品叡 鳳陽國小

ED05 莒光國小 夢想小伙子 趙志康 江名崴 莒光國小 鍾嘉秝 油廠國小 高詣翔 加昌國小

ED06 加昌國小,中正國小,文府國小 e之鳳梨 蔡德暐 蔡秉宏 加昌國小 藍世潁 中正國小 蔡崧稔 文府國小

ED07 楠陽國小 楠陽第一 李雪因 陳詠聖 楠陽國小 陳翊嘉 楠陽國小 林裕展 右昌國小

ED08 四維國小、新甲國小 水果先生 游紡孟 盧宥辰 四維國小 蔡仁豪 新甲國小

ED09 龍華國小 雙K隊 柯炯廷 蔡旻軒 龍華國小 陳兆寬 明誠國小

ED10 林園國小 林園三刺客 吳雅茹 李丞恩 林園國小 林佳柔 林園國小 高翊桓 林園國小

EE01 四維國小,光華國小 e之芒果 蔡德暐 楊馥綺 四維國小 朱槿 四維國小 凃昀佐 登發國小

EE02 勝利國小 紅蜻蜓隊 柯炯廷 張閎鈞 勝利國小 洪裕翔 十全國小

EE03 高雄美國學校 獅子隊 蔡坤佑 黃冠融 高雄美國學校 黃若寧 林園國小

EE04 壽天國小 風火雷電隊 周佳賢 楊承恩 壽天國小 陸廣澤 橋頭國小

EE05 楠陽國小 海藍魚 趙志康 張芯瑀 楠陽國小 黃郁翔 楠陽國小 陳品叡 楠陽國小

EE06 四維國小、龍華國小 Magic 游紡孟 蔡振曄 四維國小 余偲弘 龍華國小

EE07 瑞祥國小 神龍之塔 郭柏賢 陳冠嘉 瑞祥國小 朱俐瑜 瑞祥國小

EE08 林園國小 林園e百分 吳雅茹 黃裕閎 林園國小 陳柏諭 林園國小 陳訢慈 林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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