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所在

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名 2-1.指導老師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桌

EA01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教練高瘦富帥 台北市建安國小 許文靜 陳彥霖 台北市建安國小 陳垣任 朱承恩 謝承翰

EA02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無敵隊 基隆市正濱國小 謝雅吟 林柏宗 基隆市正濱國小 潘宥學 陳奐宇

EA03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我喜歡河馬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張慎 陳彥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國小部
孫翊銓 李虹寬 夏知逸

EA04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RBH3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 江亮佑 魯適維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 林書羽 王永富

EA05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好棒棒 台北市三玉國小 吳沂禮 陳彥霖 台北市三玉國小 曾偉華 張秉濬

EA06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蕾天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劉珍岑 劉珍岑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

民小學
王迦蕾 王昊天

EA07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神風特攻隊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黃傳盛 陳彥霖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
蘇致丞 周辰蔚

EA08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不要吃便當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何佩珊 紀韋志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

民小學
蕭其羽 林奕蓁 陳宥勳

EA09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Curry 基隆市暖西國小 陳國基 林柏宗 基隆市暖西國小 翁翊珉 翁翊珈

B桌

EB01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創匠麻糬Mango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
張慎 魏士楷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
林敬芸 王俊挺 鄭安哲

EB02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信義高富帥 台北市信義小學 祝厚如 陳彥霖 台北市信義小學 邱宥霖 賴相宇

EB03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量子隊 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張偉哲 翁阡培
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國

民小學
孫胤滔 許博智

EB04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鍋子煮蛋 台北市中正國小 劉慧芬 陳彥霖 台北市中正國小 郭菡千 黃少杰

EB05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RBH4 臺北市大直國民小學 蔡洧君 魯適維 臺北市大直國民小學 王宥文 顧景閎 郭弘加

EB06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非洲象愛摔角 台北市古亭國小 陳毓雯 陳彥霖 台北市古亭國小 吳旻哲 廖述同

EB07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毅啟隊 基隆市深美國小 黃若慧 林柏宗 基隆市深美國小 陳毅杰 黃啟恩

EB08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RBH1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莊秀敏 魯適維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江學甫 陳宥辰 劉權鋐

EB09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超級旋風隊 台北市民權國小 吳淑華 李冠翰 臺北市民權國小 楊巽宇 江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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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隊伍所在

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名 2-1.指導老師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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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桌

EC01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豬立方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張慎 陳彥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國小部
盧均愷 謝婷如 劉承諺

EC02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宇宙隊 基隆市東信國小 王信傑 林柏宗 基隆市東信國小 陳巧安 王茂宇

EC03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RBH2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莊秀敏 魯適維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江宗叡 陳冠熏 林品賢

EC04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微軟 台北市幸安國小 張姈瑜 陳彥霖 台北市幸安國小 林煜堂 林煜承

EC05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超人戰隊 基隆市私立二信小學 劉哲瑄 林柏宗 基隆市私立二信小學 汪子淮 黃毓棠

EC06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沒關係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洪鈺琪 紀韋志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

民小學
葉宸瑄 陳國忻 許博凱

EC07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cash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張慎 陳彥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國小部
紀東曜 蔡鎧安  

EC08_TK 台北市 競賽-國小組 RBH5 臺北市麗湖國民小學 許育程 魯適維 臺北市麗湖國民小學 謝宏唯 謝亞璇

EC09_TK 基隆市 競賽-國小組 決聖火諺 基隆市深美國小 余淑美 林柏宗 基隆市深美國小 黃聖堯 曾柏諺



編號
隊伍所在

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

名

2-1.指導老

師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桌

JA01_TK 基隆市 競賽-國中組 WINNER 基隆市武崙國中 沈雅惠 林柏宗 基隆市武崙國中 魏稟峯 魏烽修

JA02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國際喜德創客中心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張智翔 陳彥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魏敬恒 施彥綸

JA03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創匠先鋒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陳家慶 魏士楷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王治凱 何秉諭 賴東碩

JA04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RBH2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陳家慶 魯適維 台北市立明湖國中 任宥寧 洪晧翔

JA05_TK 基隆市 競賽-國中組 Pokemon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蔣履芳 林柏宗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許宇賢 陳柏維

JA06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行超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方怡如 陳彥霖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張竹均 張亦均

B桌

JB01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RBH1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陳家慶 魯適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林郁翔 莊道程

JB02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長髮王子韓X魚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張智翔 陳彥霖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國中部
戴佾諾 何秉諺

JB03_TK 基隆市 競賽-國中組 天下第一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怡瑩 林柏宗 基隆市銘傳國中 簡上豪 傅柏閎

JB04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RBH3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陳淑娟 魯適維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劉冠威 林瑞宏

JB05_TK 基隆市 競賽-國中組 絕對隊 基隆市碇內國中 劉美惠 林柏宗 基隆市碇內國中 楊沛軒 邵海寧

JB06_TK 台北市 競賽-國中組 待查？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黃婉韻 陳穎瀚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李明駿 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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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隊伍所在的

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

名

2-1.指導老

師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SA01_TK 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RBH1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簡靖哲 魯適維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陳暘 吳英翔

SA02_TK 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The Final Game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葉志韋 蕭仰均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張治尹 曹晉瑋 葉佳峻

SA03_TK 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陽明棒棒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李怡璇 李怡璇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宋起綸 廖謙

SA04_TK 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特斯拉-大安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陳延昌 陳延昌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葉泓緯 蔡智宇 曾安華

SA05_TK 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黑盒子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

學
施青秀 葉思齊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

學
汪劭勳 張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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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隊伍所在

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名

2-1.指導老師

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1 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GJ-足球1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國正 潘國正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王梓桓 陳育賢

A2 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GJ-This is how we play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張富翔 張富翔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鄧力允 林宸睿 林玟安

A3 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K.L. SFHS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附屬

國中
黃錦如 謝朝安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郭以明 李承翰

A4 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I Smell The Plane Tickets.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張藝馨 蕭仰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柏安 王鼎鈞

A5 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W.Ｈ.TSHS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附

屬國中
丁于婷 謝朝安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及中學附

屬國中部
許友懌 吳尚圃

A6 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教練好瘦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林俊星 陳穎瀚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蘇廷茂 張善鈞

A7 新北市 足球賽 (混齡制) 我愛恆毅4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黃帝勝 黃帝鋐 林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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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隊伍所在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名
2-1.指導老師

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OS1 新北市 創意賽-高中職組 GJ-高中創意1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曾裕芬 林佳如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鄭祐昇 蔡宗銘 翁洛笙

OS2 新北市 高中創意賽組 恆毅發大財 恆毅中學 張力仁 伍宏麟 恆毅中學 姬萱亭 吳立鈞 林楹榛

OS3 新北市 創意賽-高中職組 GJ-高中創意2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翁靜宇 翁峻祥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丁誌鋒 蔡佩容 黃國豪

OJ1 新北市 創意賽-國中組 完美創客 板橋區中山國中 賴思融 賴思融 板橋區中山國中 賴敬傑 葉勳睿

OJ2 新北市 國中創意賽組 我愛恆毅創意 恆毅中學 張力仁 伍宏麟 恆毅中學 陳子舜 周煥智 吳承蔚

OJ3 新北市 創意賽-國中組 GJ-格致國中創意1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張富翔 張富翔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

中學
連挺宏 吳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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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隊伍所在

的縣市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1-1.教練姓

名

2-1.指導老

師姓名
全體隊員學校 隊員1姓名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桌

EA01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Harry And Tommy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張珺涵 王昱翔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葉昌昱 葉桑昱

EA02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唯我獨尊 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簡銘葳 李冠翰 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黃琯博 江廷恩

EA03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忠義小小兵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楊慧雯 陳穎瀚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蔡丞冠 陳尚澤

EA04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天狼星
新北市私立欲德雙語高級中

學-小學部
林秀津 翁阡培

新北市私立欲德雙語高級中

學-小學部
林秉荃 林冠宇

EA05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我想不到隊名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顏嘉玟 張嘉玓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蔣安 謝秉佑 洪亦辰

EA06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亞馬遜救護車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闕妤庭 張嘉豪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黃一祐 趙安凱

EA07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極速領域 鶯歌國小 張寶鳳 張寶鳳 鶯歌國小 許方奕 陳紫純

EA08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奇珍異寶 新北市後埔國小 林哲賢 陳彥霖 新北市後埔國小 劉亮奇 彭宥寧 盧雋博

EA09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義學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 王曉梅 陳穎瀚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 陳柏宇 陳宇恩

EA10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我們這一隊 光華國小 許玉燕 黃詩家 光華國小 王唯倫 廖祐得 王唯洵

B桌

EB01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板小揚名 新北市板橋國小 殷炯盛 陳彥霖 新北市板橋國小 江家瑋 江家名 黄秉濬

EB02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奇蹟世代 鶯歌國小 黃雅謙 巫若綺 鶯歌國小 陳品儒 陳品潔 陳沛素

EB03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神力女超人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歐香蘭 李虹儀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廖彧岑 曾梓瑜

EB04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K&A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林秀津 陳穎瀚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陳楷鈞 陳以樂

EB05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Excuse me Sir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謝建陸 張嘉玓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邱世昕 汪柏岑

EB06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邊緣動物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許悠莉 張嘉豪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陳宥任 歐家豪

EB07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我弟是豬隊友 新北市後埔國小 周彥忻 陳彥霖 新北市後埔國小 蕭楷宸 蕭楷恩

EB08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羅伯特發大財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

學-小學部
簡銘葳 葉思齊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

學-小學部
江瑞齊 張均愷 黃品銜

EB09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我準備好了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 吳昭樺 張嘉玓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 姚秉洋 姚子芸

EB10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蘆小小隊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蔡幸庭 陳穎瀚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鐘王誠 鐘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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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桌

EC01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妙蛙種子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游宜娟 李冠翰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王麒鈞 花楷勛

EC02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亞馬遜弓箭手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 嚴翔樺 張嘉豪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 劉仲翔 卓育丞

EC03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林口康橋
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周國瑋 周國瑋

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

學校
馬瑜成 陳冠語

EC04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成功騎士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孫奕中 陳穎瀚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張恆睿 孫識傑

EC05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瑞齊小隊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林欣瑜 林欣瑜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梁瑞予 梁齊允

EC06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跑跑卡丁車 新北市樹林國小 王政元 陳彥霖 新北市樹林國小 許紘銘 林泓均 林妍蓁

EC07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THe best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謝建陸 張嘉玓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周劭璁 李恆

EC08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程式兄妹 新北市永福國小 林潔英 陳彥霖 新北市永福國小 陳定為 陳定昀

EC09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阿波羅 永和國小 謝芳美 謝芳美 永和國小 陳宇霈 陳棠瑞

EC10_NTP 新北市 競賽-國小組 亞馬遜狂戰士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周宇懷 張嘉豪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王正毅 傅睿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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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

JA01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Amoeba 康橋國際學校 鄭智睿 陳穎瀚 康橋國際學校 陳胤筌 陳胤亘 林祐陞

JA02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Champion instinct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蔡政哲 鍾雨衡 郭昱宏

JA03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GJ-國中競賽1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蔡嘉聰 蔡嘉聰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譚卓彥 林亮澐

JA04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恆毅發大財 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奕光 葉思齊 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其翰 吳詠承 游凱翔

JA05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阿斯里斯 永和國中 黃穎慧 黃穎慧 永和國中 邵恆侑 李承彥

JA06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2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林宗翰 林晑民 禇家瑞

JA07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新中林王 新莊國中 張加孟 陳宣宏 新莊國中 王婯穎 林俊宇

JA08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5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梁凱博 吳彥穎

B桌

JB01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GJ-國中競賽2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張富翔 張富翔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紀彥甫 蔡宗晏 黃冠宸

JB02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樂奇A 恆毅中學 曾素芬 陳宣宏 恆毅中學 賴君彥 鄭余懿

JB03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嚇到吃手手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明哲 陳彥霖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國中部 馬佳鈺 楊子霆 許焜傑

JB04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1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林昱綸 吳宗彥

JB05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電力不足請充電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呂惠珊 張嘉豪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徐語馡 黃歆雅

JB06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3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吳雨辰 饒翊琦 游宜東

JB07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陳年醬油香煮五花肉豬肉飯佐酸蘿蔔附有

機茴香荳蔻甘草百里香風味蛋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鐘承佑 張嘉豪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黃彥鈞 劉肇霖

JB08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GJ-啦啦隊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國正 潘國正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潘昭明 黃柏翔 汪禹任

JB09_NTP 新北市 競賽-國中組 我愛恆毅8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馮家宏 林禹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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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1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薪薪硬梆梆 東海高中 許國財 邱顯泰 東海高中 李耕棋 魏薪祐 李承育

SA02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GJ-啦啦啦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蔡嘉聰 蔡嘉聰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陳廉宏 林健川 陳奕辰

SA03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今天我們不一樣 東海高中 許國財 邱顯泰 東海高中 王耀輝 葉向榮 呂松諭

SA04_NTP 新北市 高中競賽組 Rutern Zero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林揚竣 許展豪 鄧智中

SA05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尤達的貓咪愛吃紅豆 東海高中 許國財 邱顯泰 東海高中 蔡正陽 許明義 劉松庭

SA06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精靈仙子 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謝佳倫 謝佳倫 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鄭尹薰 廖珮辰

SA07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沒有阿寶的老皮 東海高中 許國財 邱顯泰 東海高中 宋佳瑋 林瑋翔 王福賢

SA08_NTP 新北市 高中競賽組 unbeliebobo potato 恆毅中學 林奕光 伍宏麟 恆毅中學 陳冠志 李致廷 蔡承育

SA09_NTP 新北市 競賽-高中職組 東海一條龍 東海高中 許國財 邱顯泰 東海高中 林冠宏 陳峮璽 葉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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