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EB04 WE 惠文國小 簡華真 張文瀚 陳昱安 賴宥任

V 2 EB08 KT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周毓修 鄭浚佑

V 3 ED03 必勝隊 惠文國小 陳怡辰 柯品如 蘇方澤 鄧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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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A05 吉峰二隊 吉峰國小 阮培洲 曾俊勳 許彧誠 謝博全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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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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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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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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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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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C05 機器人出沒隊 頭家國小 楊慧芳 施伯叡 方鈞立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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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A07 JVY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雙語小學 李天佑 李從嘉 林彤恩

佳作 EA02 中二9487隊 大明國小 蔡蕙芳 郝家弘 陳鎮宏

佳作 EB02 大明特攻隊 大明國小 蔡蕙芳 劉可麗 吳庭愷 唐開宥

佳作 EB05 XD 頭家國小 王時霖  吳奕寬 吳奕增 葉宇祥

佳作 EC10 衝衝衝 台中市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楊悰傑 江有承

佳作 EB06 仁美這一隊 仁美國小 林世仲 林祺祐 林威達

佳作 EC01 分類高手隊 葫蘆墩國小 林盈全 游宗翰 許人尹 游梓彤

佳作 EB09 文光創客 台中市沙鹿區文光國小 郭家富 郭秉諺 胡書翰

佳作 ED06 Lobo 豐田國小 王乙祥 張凱榤 張祐閔

佳作 EC06 無名氏 篤行國小 武正晃 吳品詰 吳品萱

佳作 ED05 彭彭曾 頭家國小 衛聿恆 曾詒軒 彭尚謙 彭定翊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JB03 Piano Lovers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呂和鑫 王定庭 王柔憬

V 2 JB09 Not fast, just furious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Herding 林士紘Alex Lin 林宸溢Alan Lin 林仕頣Nick Lin

V 3 JB04 樹人隊(Tree Man) 明道中學 吳兆斌 孫宇衡 劉恆昊 陳威呈

佳作 JC11 我愛崇倫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許適璿 周允仁

佳作 JA07 ASTonishing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Herding 颜晟安Thomas Yen 呂文昊Eric Lu

佳作 JA08 FY 福科國中 何宜霖 方余祥 葉竺

佳作 JB02 蘭堡晚 大里高中 吳秀玲 林宏昀 張天賜 胡侑誠

佳作 JA09 我不知道叫什麼 溪南國中 胡啟有 陳浩洋 李育銓

佳作 JC09 幻影刺客 台中市立黎明中學 張曉菁 蔡孟紘 詹竣評

佳作 JA01 我不知道 你看不到我 耶！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林子純 劉慧真 蕭譓贏

佳作 JC02 Never Give Up 明道中學 謝泓惠 曹仕昀 林祐碩 吳品憲

佳作 JB08 LCL NO.1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許書琅 李松祐 陳楷洋 李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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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JC10 翔翔雙飛 福科國中 何宜霖 洪翊翔 徐郁翔

佳作 JA05 串燒隊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許書琅 曾子荃 張釋揚 糠睿諺

佳作 JA11 北新新星 北新國中 游世南 紀威亨 潘承佑 廖邑哲

佳作 JC07 早安你好晚安再見 沙鹿國中 邱瀚尹 陳意舒 陳郁叡 楊皓宇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SB05 TTOWROFROT 台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洪銘鴻 盧敬瑀 賴霈 陳伯睿

2 SB04 刷牙卡道石 西苑高中 洪苑綾 陳約存 林仟隆 石昌祐

3 SB02 營養不良 大明高中 蔡銘育 江彥霆 吳敬隆 姚松甫

佳作 SA02 摧毀宇宙的一隻羊 大明高中 蔡銘育 陳劭維 林再元 劉奕澤

佳作 SB08 春日部防衛隊 清水高中 洪銘鴻 楊程翔 王森

佳作 SA04 安甄，煒回不去了 西苑高中 洪苑綾 陳苡甄 黃煒驊 蔡珈安

佳作 SA03 一中研社 台中一中 許瑋琇 蔡昀澔 王士賓 詹侑晟

佳作 SA05 我也不知道 西苑高中 洪苑綾 邱紫君 王威燁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佳作 OJ1 幸福農業 福科國中 何宜霖 李僡靜 蘇于睿 陳冠伊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OS2 LZSH 4.0 立人高中 柯瑞龍 陳宗群 劉秉樺 張廷睿

佳作 OS1 我愛地球 豐原高中 郭再興 蔡峻瑋 梁祐誠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V 1 B6 想不到吧!!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謝宗佑 施宥鵬

V 2 C2 我們不曾回來過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楊智仁 陳宥霖 劉慧祺

V 3 A5 說不完齁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陳立書 林暐倫 魏翰偉

V 佳作 A4 Fight Falcon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吳育丞 吳振一

V 佳作 C3 假的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賴礜丞 張皓鈞

佳作 A2 名揚四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黃鈺茵 潘芃睿 陳冠廷 夏晨軒

佳作 B2 Unlimited Power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許書琅 詹聿誠 洪承葳

佳作 B5 黃金右腳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顏翊嵐 高鉦翔 汪致均

佳作 C6 北新國中C 北新國中 游世南 林冠名 蘇博原

創意賽國中組(1)

足球組(18)

創意賽高中職組(2)

高中職組競賽(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