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教練服務單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桌

EA01 競賽-國小組 ET 九德國小 林愛真 九德國小 陳奕憲 何鎧廷

EA02 競賽-國小組 大明特攻隊 台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 陳凱琳 台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 吳庭愷 張育睿 楊顯瑞

EA03 競賽-國小組 Fight 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蔡億縉 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陳皓山 林靖騰

EA04 競賽-國小組 偵探隊 惠文國小 陳怡辰 惠文國小 柯品如 林品睿 蘇方澤

EA05 競賽-國小組 衝鋒 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華盛頓小學 江有承 許愷軒

EA06 競賽-國小組 勇者隊 瑞穗國小 郭宗銘 瑞穗國小 張秉睿 陳冠廷

EA07 競賽-國小組 大元之星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勁豪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尤柏安 尤柏聿

EA08 競賽-國小組 永隆戰神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張安邦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吳彩瑜 潘宇翔 曾士和

EA09 競賽-國小組 吉峰貓頭鷹隊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阮培洲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許彧誠 陳力維

EA10 競賽-國小組 想隊名超難 鎮平國小 林愛真 鎮平國小 梁宸熏 江兆偉 謝沅廷

B桌

EB01 競賽-國小組 極慢領域 大甲國小 卓美滿 大甲國小 王稔凱 李澤森 王稔傑

EB02 競賽-國小組 Mechael Ben 台中美國學校AST
Patrick 

Herding
台中美國學校AST 林宥辰 陳傑文

EB03 競賽-國小組 黑寶隊 美群國小 張欽星 美群國小 吳一祥 李晨熙 楊凱鈞

EB04 競賽-國小組 普林斯頓 普霖斯頓小學 陳亮今 普霖斯頓小學 陳紹齊 曾聖紘

EB05 競賽-國小組 飛翔 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華盛頓小學 林孟勳 楊元昇

EB06 競賽-國小組 立人葫蘆墩 葫蘆墩國小 劉秀滿 葫蘆墩國小 許人尹 陳立昕

EB07 競賽-國小組 永隆之星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張安邦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葉哲佑 吳怡璇 蕭立謙

EB08 競賽-國小組 益民驚人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王姝媛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張承淅 洪碩澤

EB09 競賽-國小組 吉峰英雄隊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阮培洲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錢毅烜 趙振博

C桌

EC01 競賽-國小組 大明 台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 熊真華 大明國小 郝家弘 王璟棠 王璟程

EC02 競賽-國小組 GO!GO!GO! 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蔡億縉 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顏均縢 顏上瀠

EC03 競賽-國小組 雪寶隊 美群國小 黃紹維 美群國小 許恩睿 阮首洋 盧品勳

EC04 競賽-國小組 戰神 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華盛頓小學 楊悰傑 陳祈安

EC05 競賽-國小組 衝刺 華盛頓小學 蔡億縉 華盛頓小學 林家禾 林宸宏

EC06 競賽-國小組 Shine 葳格小學 杜建旻 葳格小學 鄧宗鎮 施均元 劉品寬

EC07 競賽-國小組 永遠一條隆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張安邦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廖以恩 王宇凡 蘇御仁

EC08 競賽-國小組 塗城之星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曹嘉華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蘇微謙 鄭祈恩

EC09 競賽-國小組 吉峰牛逼隊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阮培洲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張瑞嘉 吳承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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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教練服務單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A桌

JA01 競賽-國中組 為什麼要取隊名 大業國中 賴宜芳 大業國中 蘇郁暐 鍾茝翔

JA02 競賽-國中組 Double A 明道高級中學 孫為峰 明道中學 劉冠圻 白宇倫

JA03 競賽-國中組 明道A++ 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珮棋 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姜在宬 陳品叡

JA04 競賽-國中組 LEO星際特攻隊 梧棲國中 劉明合 梧棲國中 吳松杰 林鈺凱 楊致愷

JA05 競賽-國中組 我愛惠文 惠文高級中學 黃宏正 惠文高級中學 林宥均 林彥廷

JA06 競賽-國中組 福科國中FYT小隊 福科國民中學 何宜霖 福科國民中學 葉竺 方俞翔 蔡語宸

JA07 競賽-國中組 難撥萬catcher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梁竣貿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李松祐 黃士恩 范丞寬

JA08 競賽-國中組 SoGo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何金鴻 爽文國中 蘇紹丞 詹諺袸 林侑勳

JA09 競賽-國中組 C8H18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宗隆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蔡昀谷 陳薪宇 楊芯茹

JA10 競賽-國中組 立人之星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柯瑞龍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黃睿程 張承越

JA11 競賽-國中組 神的旨意 豐東國中 伍寒榆 豐東國中 莊秉睿 連容樂

B桌

JB01 競賽-國中組 大蘿菠墩 大墩國中 蔡娟娟 大墩國中 唐昀佐 陳立夫

JB02 競賽-國中組 EOCEO 明道高級中學 孫為峰 明道中學 張崴誠 李枋恕 李從嘉

JB03 競賽-國中組 明道之星 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柏毅 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邦閔 李彥儒

JB04 競賽-國中組 OAO 梧棲國中 劉明合 梧棲國中 林柏均 王孟帆 盧良斌

JB05 競賽-國中組 衝衝衝 華盛頓中學 蔡億縉 華盛頓中學 鄭景倫 鄭傳恩

JB06 競賽-國中組 Block Hole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梁竣貿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詹聿誠 李東霖 徐佑丞

JB07 競賽-國中組 Super suck rock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許適璿 周允仁 周子新

JB08 競賽-國中組 爽文A++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林慧雲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周柏翰 黃柏緒

JB09 競賽-國中組 南屯吟遊詩人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鄭秋蓉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黃粲宇 黃富呈 雲智暉

JB10 競賽-國中組 衛道新生 衛道中學 程瑋翔 衛道中學 蘇柏愷 詹翊謙 陳仲新

JB11 競賽-國中組 深海大章魚 豐東國中 伍寒榆 豐東國中 黃筠媃 劉玟綺

C桌

JC01 競賽-國中組 成毅十足 五權國中 陳美娟 五權國中 呂品毅 蔡允成

JC02 競賽-國中組 最佳拍檔 明道高級中學 李伯毅 明道高級中學 劉叡穎 張任棋

JC03 競賽-國中組 THU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宋珈旻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劉睿哲 廖瑋竣

JC04 競賽-國中組 T.W.Q 梧棲國中 劉明合 梧棲國中 林煒焱 張敬唯 陳郁昇

JC05 競賽-國中組 Team of Wagor 葳格國際學校國際部 黃凱煇 葳格國際學校國際部 吳冠霆 黃盈碩 鄭佑昕

JC06 競賽-國中組 隊名隨便取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梁竣貿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簡宏恩 陳楷洋 洪麒恩

JC07 競賽-國中組 霹靂卡霹靂拉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呂和鑫 王定庭 莊敏訢

JC08 競賽-國中組 爽文之星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林慧雲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曾𥡪頡 王永毅

JC09 競賽-國中組 晨易無限公司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怡蓁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邱學晨 陳易

JC10 競賽-國中組 天線寶寶 豐東國中 伍寒榆 豐東國中 曾宇彣 陳恩寧

JC11 競賽-國中組 翰韜捕燈隊 豐原國中 楊雅筑 豐原國中 游宗翰 曾文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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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國中組(33)



編號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教練服務單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SA01 競賽-高中職組 整天搞基氣人 清水高中 洪銘鴻 清水高中 顏佑晉 陳柏辰 朱培熏

SA02 競賽-高中職組 LZSH6終極屁孩趴 私立立人高中 柯瑞龍 私立立人高中 邱柏宇 吳旭晟 林伯謙

SA03 競賽-高中職組 在深夜樂高教室遇見菊花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

中等學校
王櫻珍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

中等學校
吳嘉銘 林暐倫 劉慧祺

SA04 競賽-高中職組 電肉基基棒 清水高中 洪銘鴻 清水高中 周冠全 林建傑

SA05 競賽-高中職組 我知道但我不告訴你 僑泰高級中學 游家政 僑泰高級中學 林子純 翁承煒 陳浩洋

SA06 競賽-高中職組 LZSH6 RICH 私立立人高中 柯瑞龍 立人高中 徐豪謙 許東科 林威成

SA07 競賽-高中職組 我不想唸這個名字 清水高中 洪銘鴻 清水高中 郭中皓 顏邑岑 鄭又銘

SA08 競賽-高中職組
阿姆斯特朗旋風噴射阿姆斯

特朗砲隊
立人高中 柯瑞龍 立人高中 劉柏霖 黃彥博

SA09 競賽-高中職組 惠文隊 惠文高中 林慧香 惠文高中 傅煒竣 林耕弘 蕭榆諺

SA10 競賽-高中職組 LURG 清水高中 洪銘鴻 清水高中 盧宥任 陳亞均

SA11 競賽-高中職組 說好的 私立立人高中 柯瑞龍 私立立人高中 廖苡竹 林仁濟 薛開信

SA12 競賽-高中職組 星爆小車車 台中市立大里高中 林挺裕 台中市立大里高中 翁唯栯 陳偉倫 李洸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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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教練服務單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OP01 創意賽-高中職組 LZSH6.0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柯瑞龍 立人高中 張廷睿 劉秉樺 陳奕愷

OP02 創意賽-高中職組 NEOS 豐原高中 鄭可萱 豐原高中 蔡峻瑋 曾寬程 彭偉臣

OP03 創意賽-高中職組 水源一中代表隊 豐原高中 鄭可萱 台中市豐原高中 簡呈翰 王致中 許宏宇

OP04 創意賽-國中組 機械救火英雄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梁竣貿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曾子荃 蕭聖烝 陳昱澄

OP05 創意賽-國小組 名揚四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黃聖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陳暐涵 歐若妍

OP06 創意賽-國小組 中教附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黃聖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黃聖豪 陳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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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賽組(5)



暫定序號 編號 報名組別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 教練姓名 教練服務單位 隊員1姓名(隊長) 隊員2姓名 隊員3姓名

1 足球賽 Avengers 豐東國中 何美幸 豐東國中 王昱紘 袁詠勛 楊博智

2 足球賽 corner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衛聿恆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曾詒軒 葉宇祥 彭定翊

3 足球賽 Ctrl+S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周佑康 梁書維

4 足球賽 End-Game 豐東國中 何美幸 豐東國中 張倍瑚 葉繼謙

5 足球賽 OFDL Soccer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黃忠志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王逸嘉 吳振一 廖柏翔

6 足球賽 snjh1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楊智仁 陳宥霖 劉端婷

7 足球賽 小小兵 南陽國小 楊裕琦 潭秀國中 楊子誼 林宥均 楊子昀

8 足球賽 火星人 豐東國中 伍寒榆 豐東國中 賴韞仁 林呈祐 陳冠廷

9 足球賽 北新A咖 北新國中 游世南 北新國中 吳奕寬 張世墉

10 足球賽 我們來自宇宙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施宥鵬 謝宗佑 楊炳恩

11 足球賽 來自泰空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鍾國榮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吳育丞 張睿承

12 足球賽 和平愛鴿 台中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鄭雅雯 台中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胡允瑞 胡賢邑

13 足球賽 急速魂soul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張均睿 蕭智鈺 鐘文豪

14 足球賽 星爆之力 惠文高級中學 林慧香 惠文高級中學 高偉倫 蔡承希 林以

15 足球賽 哥只是個傳說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廖昱安 周彥廷

16 足球賽 神的傳人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易昭慧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吳奕增 黃嘉緯

17 足球賽 這不是隊名 豐東國中 伍寒榆 豐東國中 程彥博 陳湧佳 簡泓任

18 足球賽 超級戰艦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黃秀芳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劉柏群 洪立恩

19 足球賽 福科宸閔之路 福科國民中學 何宜霖 福科國民中學 鄭閔仁 李宸宇

20 足球賽 暴龍隊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林香如 台中市頭家國民小學 施伯叡 謝宜呈

21 足球賽 戰鬥特警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黃聖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蔡炘恩 陳宥學

22 足球賽 龍的傳人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張政豐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張甯皓 劉秉霖

23 足球賽 騙你的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啟有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張皓鈞 陳品翰 林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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