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世界賽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EC08 宗英對趙隊 新上國小/四維國小 蔡坤佑 趙承璋 張宗文

V 2 ED01 獨角獸隊 壽天國小 周佳賢 陳亮廷 林彥甫

3 EA01 A. E. Robot 台中市西屯區永安國小 王麗芬 蘇柏愷 蘇郁涵

佳作 ED03 蛋餅奶茶隊 獅湖國小 柯炯廷 潘柏翰 賴秉逸 劉家睿

佳作 EA02 跑跑特斯拉隊 苓洲國小 周佳賢 楊硯宇 高泂森

佳作 EA04 忍者旋風隊 福山國小 柯炯廷 饒睿豐 陳昕禾

佳作 EC01 香蕉芭樂 新南國小 沈惠英 周有志 張廷碩

佳作 EC03 炎峰弘明隊 炎峰國小弘明國小 林雯玲 黃鈺順 游尚諭

佳作 ED05 必勝隊 惠文國小 陳怡辰 柯品如 蘇方澤 鄧皓文

佳作 EC05 never give up 光華國小 連晉仁 李昌諭 簡銘浩

佳作 EB09 WE 惠文國小 簡華真 張文瀚 陳昱安 賴宥任

佳作 ED06 新巴威幣隊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陳彥霖 林煜堂 賴相宇

佳作 ED08 起始火焰隊 福山國小 蔡坤佑 張合寬 周和謙

佳作 EC04 KT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張安邦 周毓修 鄭浚佑

佳作 EA05 地表最強隊 海山國小 張嘉豪 徐語馡 黃一祐

佳作 ED07 Over Watch Taipei American School 葉思齊 Owen Lai Warren Lai

佳作 EC09 南湖B 臺北市南湖國小 魏士楷 何秉諭 呂宥德 王永富

佳作 EB06 抬臂戰士 埔墘國小 陳彥霖 王彥茗 劉泓樂

國小組競賽(35)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JB03 Amoeba 康橋國際學校 林志隆 陳胤亘 林祐陞 陳胤筌

V 2 JC02 神奇海螺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李海清 蔡定倫 林志曄 歐邑衡

3 JB01 ASTonishing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Herding 颜晟安Thomas Yen 呂文昊Eric Lu

佳作 J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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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05 TOUCAN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陳永龍 陳彣昕 張采凝

佳作 JA02 樹人隊(Tree Man) 明道中學 吳兆斌 孫宇衡 劉恆昊 陳威呈

佳作 JB02 Never Give Up 旭光中學 吳欣璇 林德榮 李欣凌 洪立宸

佳作 JB09 超級組合隊 正義中學 鍾榮杰 孫奇霆 何宗旂 翁證翔

佳作 JC05 超級農夫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 陳彥霖 陳柏安 林柏諭

佳作 JB07 Piano Lovers 崇倫國中 黃忠志 呂和鑫 王定庭 王柔璟

佳作 JA10 Super Black 明湖國中 魏士楷 王治凱 林郁翔 莊道程

佳作 JC03 恆毅1 恆毅中學 林奕光 林禹瀙 林宥均 馮家宏

佳作 JA01 Notfast,justfurious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Herding 林士紘Alex Lin 林宸溢Alan Lin 林仕頤Nick Lin

佳作 JB10 麗山A 麗山國中 魏士楷 彭康軒 林浩瀚 吳安豐

佳作 JA05 很快 雲林縣正心中學 粘振國 葉品良 楊舒凱 李雨憲

國中組競賽(30)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SB04 紅色宇宙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國際部 粘振國 魏廷霖 黃展璿 羅翊宸

V 2 SA05 金色太陽隊 雲林縣正心中學 粘振國 紀柏謙 李睿穎 黃爾泰

3 SA08 吃不完的食物 內湖高工 鄭安棋 張治尹 王鎮輔 葉佳峻

佳作 SA01 治平好棒棒01 治平高中 丁富森 蔡定維 歐有智 卓彥君

佳作 SB09 大安高工A 大安高工 魏士楷 陳暘 何秉育 莊維勝

佳作 SB06 泰好玩 新竹市磐石高中/新竹縣義民高中/新竹市建功高中 林郁傑 曾緯綸 張峻瑋 温揚

佳作 SA03 AI Robotics 大湖農工/苗栗高中/苗栗農工 林陳源 張財福 林泓諺 李韋杰

佳作 SA04 刷牙卡道石 西苑高中 洪苑綾 陳約存 林仟隆 石昌祐

佳作 SA02 非贏不可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林郁傑 劉育成 蘇一翔

高中職組競賽(19)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OE17 呼朋蚓伴 新北市 中園國小/新北市 龍埔國小/桃園市 龍安國小 吳宗翰 尹宣程 李岱穎  宋睿軒 

2 OE07 出騏致勝 民生國小 陳聯傑 李騏睿 李婕羽

3 OE24 海東食物超人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趙安琪 賴科亦 鄭澔謙 黃詩媛

佳作 OE03 稻田武士隊 台南市太康國小 林品瑜 康僑恩 游子淵 趙柏宸

佳作 OE26 魔幻隊 成功國小 鄭頌穎 王泰尹 苑喬安 呂昀叡

佳作 OE08 第一名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小學 黃柏勳 林哲輝 盧治源 蔡文堯

佳作 OE04 菇菇巢穴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小學/桃園市立新明國民小學/桃園市立祥安國民小學 魏玉芳 羅心樂 林旻棟 張碩洋

佳作 OE15 Power House 桃園市立新坡國小/桃園市立雙龍國民小學 魏玉芳 賴泉宏 劉兆宸 呂侑錡

佳作 OE12 A.I.D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小學/天母歐洲學校 蔡先航 許子婕 林尚宏 許睿傑

佳作 OE19 樂迷隊 東光國小/民權國小/苓洲國小 林暐詒 郭城輝 蔡宇程 王宇崴

佳作 OE09 UNfood 新竹市新竹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培英國中 王志偉 黃楷詠 李宣佑 王禹昊

佳作 OE25 AVW 新竹市光武國中/新竹市磐石中學附設國中部/新竹市民富國小 潘銘儒 陳庠安 陳品言 蔡聿恩

佳作 OE05 就是愛lego 仁武國小 洪彩芳 黃建宇 戴榮懋 周書鳴

佳作 OE16 無名隊 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培英國中 王志偉 蘇郅傑 蘇庭威 陳宣恩

創意賽國小組(27)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OJ17 果汁機 臺北市景文中學國中部/台北市立實踐國中 林基揚 邱俊詠 江彥蓁 陳星宇

V 2 OJ26 食之以恆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羅堅秩 陳定豐 林奕宸 李振皞

3 OJ05 GJ-Germination 格致中學 林郡君 丁珮雯 吳柏諺 潘昭廷

佳作 OJ37 三個豬葛亮 美國學校/義民中學國中部/仁愛國中 謝鎰全 陳柏宇 吳泓熹 林昭穎

佳作 OJ03 明志隊 道明中學國中部/立志中學國中部 吳文斌 陳明仁 李懿修 蔡嘉宸

佳作 OJ31 夯番薯 南山中學國中部/台北市立中正國中/康橋國際學校國中部 林基揚 鄭鼎翰 李立儒 魏翊宸

佳作 OJ06 貴族釋迦 東海國中/新生國中 邱俊智 蔡昀晉 林祐誠

佳作 OJ38 恆毅創意4 恆毅中學 張力仁 黃翊珉 彭健宇 陳祈君

佳作 OJ12 雞兔同籠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羅堅秩 張幸妤 莊竣安 賴泓佑

佳作 OJ35 名揚四海 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黃聖恩 謝瑒侖 吳俞賢

佳作 OJ04 豬排蛋包飯 新竹縣成功國中/新竹市育賢國中/新竹市培英國中 吳智偉 林志騰 黃昱翔 范軒瑋

佳作 OJ22 機器專案 彰化縣彰興國中 陳聯傑 彭建智 陳正文 蕭家勝

佳作 OJ10 未來希望 彰化縣彰興國中 楊錦坤 楊儒翰 張家瑞 陳奕宏

佳作 OJ30 GO GO 南投縣立仁愛國中 李俊德 蔡文杰 黃語希 楊浩雯

佳作 OJ15 台灣100 分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桃園市私立清華高中附設國中 吳建品 吳宇硯 朱逢章 張希豪

佳作 OJ29 豬排漢堡堡 君毅高中 吳智偉 曾國昱 林昱廷 劉益彰

佳作 OJ19 深海大西瓜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王詩偉 李旨昀 李聆璿 黃禹晨

佳作 OJ24 CHT 新竹市三民國民中學/新竹市竹光國民中學 潘銘儒 陳昱瑋 黃懷禛 蔡昊恩

佳作 OJ08 劍橋 桃園市慈文國中/桃園市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信宏 彭民寬 葉尚綸

創意賽國中組(38)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OS05 LZSH 4.0 立人高中 柯瑞龍 陳宗群 劉秉樺 張廷睿

2 OS11 Return 內壢高中 蔡廷科 何平 彭禹誠 王硯翔

3 OS03 深食搜綠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李建嶠 黃琳鈞 陳心如 楊叔晴

佳作 OS04 GJ-L.I.N.G 格致中學 李彥廷 林峻宇 林爾德 張維駒

佳作 OS06 WDH 草屯商工 商兆凱 黃大維 許進億 廖婉琪

佳作 OS02 大數據隊 鳳山商工/中山工商 吳文斌 孫繼禕 涂光毅 蕭茂森

佳作 OS12 兩個傻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治平高中 蔣翼蓬 莊博裕 蔣亦秦

創意賽高中職組(13)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4 說不完齁 溪南國中 胡啟有 陳立書 林暐倫 魏翰偉

V 2 14 HUNTER 彰興國民中學 陳龍雄 陳宗佑 林子暘 吳晉頡

3 20 想不到吧!! 溪南國中 胡啟有 謝宗佑 施宥鵬

佳作 12 我們不曾回來過 溪南國中/僑泰中學 胡啟有 楊智仁 陳宥霖 劉慧祺

佳作 6 名揚四海 國立彰師附工 黃聖恩 葉家豪 林軒伍

佳作 13 足 Go 新南國小 沈惠英 張楷寧 葉芷妤

佳作 5 治平好棒棒9 治平高中 鄒政殷 吳怡惠 李晨碩 張采恩

佳作 10 明正程式足球A隊 明正國中 呂清豪 陳柏諺 林楷哲 陳姸儒

佳作 8 六和資訊組好棒棒 六和高中 許文俊 李昱廷 吳承濬 謝進權

佳作 18 我們叫溫咖啡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台南高工 孫蜂揮 吳宇森 劉承翰

佳作 15 桃中足球一隊 桃園國中 羅麗萍 邱冠磬 巫亭緯 林立宇

足球組(22)



2018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嘉年華

得獎名單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教練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V 1 A8 再來點兔子嗎 國立中興大學 陳昭亮 蘇庭頤 陳新承 許喬暘

V 2 A12 哈雷戰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劉邦仁 劉建亨 莊勝傑 彭文哲

3 A11 GoGo人 國立中興大學 陳昭亮 謝潁臻 蔡明倫 林昱廷

佳作 A6 AI Robotics 國立中正大學 林陳源 林欣磊 孫慶儒 劉泳成

佳作 A1 NCTU_ISCI 國立交通大學 宋開泰 王郁馨 Oleksii Tkachenko Mykola Servetnyk

佳作 A3 專題大爆炸 明新科技大學 周靜娟 徐紹銘 田旻昌 古祺元

佳作 A5 狂気の勝者 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林政學 郭鴻霆 張宇翔

大專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