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EA01 國小組 中山國小 小洛特洛衣 鍾榮杰 林少宇 中山國小 王靖凱 大榮國小 林霆書 龍華國小

EA02 國小組 文山國小 機器人特攻隊 周柄宏 楊詠森 文山國小 徐浩崴 福康國小

EA03 國小組 龍華國小 小洛特絲拉 柯炯廷 李宜霖 龍華國小 周聖芬 勝利國小 黃翊宸 勝利國小

EA04 國小組 楠梓國小 群創FUN03 彭博謙 黃文哲 楠梓國小 詹傢任 楠梓國小 李亞澤 楠梓國小

EA05 國小組 新甲國小、四維國小 金色狂風 游紡孟 蔡仁豪 新甲國小 盧宥安 四維國小

EA06 國小組 勝利國小 AI人工智障 鍾榮杰 賴秉逸 勝利國小 劉家睿 龍華國小 吳宥承 新莊國小

EA07 國小組 楠陽國小 傻眼饅頭 趙志康 蔡秉宏 楠陽國小 張軒滏 楠陽國小 徐瑋捷 楠陽國小

EA08 國小組 福山國小 旋風忍者 蔡坤佑 饒睿豐 福山國小 陳昕禾 東光國小 郭岫澤 福山國小

EA09 國小組
四維國小、福東國小、中華藝校附

設雙語小學
吃雞三劍客 游紡孟 黃冠祐 四維國小 謝欣翰 福東國小 李彥叡

中華藝校附設雙

語小學

EA10 國小組
文華國小、高雄美國學校、過埤國

小
e之fortnite 簡信傑 呂祥宇 文華國小 鄭旻皓 高雄美國學校 莊詠翔 過埤國小

EA11 國小組 勝利國小 休士頓火箭隊 鍾榮杰 陳辛宇 勝利國小 裴辛岩 勝利國小

EB01 國小組 四維國小 請排隊 鍾榮杰 張宗文 四維國小 趙承璋 新上國小

EB02 國小組 內惟國小 光榮震撼隊 柯炯廷 李蘇容 內惟國小 蔡定翰 新莊國小 許震耀 新民國小

EB03 國小組 楠梓國小 群創FUN02 曾聖群 李沂秦 楠梓國小 楊甫康 橋頭國小 李柏亨 援中國小

EB04 國小組 四維國小、民權國小 Lasagna 游紡孟 鄭逸洋 四維國小 郭卜愷 民權國小

EB05 國小組 楠陽國小 楠資A 趙志康 林業庭 楠陽國小 蘇妍靜 楠陽國小

EB06 國小組 龍華國小 雄厲害 蔡坤佑 張浤澤 龍華國小 許博程 龍華國小 駱柏丞 瑞祥國小

EB07 國小組 高雄美國學校 金州勇士 鍾榮杰 黃亭禎 高雄美國學校 吳尚鴻 東光國小

EB08 國小組 林園國小 翰寧學院隊 柯炯廷 黃若寧 林園國 小 林均翰 新民國小

EB09 國小組 新莊國小、陽明國小 e之棉花糖 簡信傑 徐嘉澤 新莊國小 李定閎 陽明國小

EB10 國小組 小港國小 ㄉㄨㄟ隊 顏年溪 謝濬宇 小港國小 陳勵 小港國小 許熙賢 小港國小

EB11 國小組 四維國小 螞蟻隊 游紡孟 李誼姍 四維國小 陳泓嘉 四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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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B組



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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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1 國小組 前金國小 傻B隊 鍾榮杰 趙于靚 前金國小 趙子慶 中山國小

EC02 國小組 楠陽國小 海豚 趙志康 林業庭 楠陽國小 蘇妍靜 楠陽國小

EC03 國小組 橋頭國小 小洛特立屋 柯炯廷 陸廣澤 橋頭國小 鄭兆勛 中山國小

EC04 國小組 嘉誠國小 群創FUN05 陳亭蓉 曾修唯 嘉誠國小 許創崴 大社國小

EC05 國小組 龍華國小 3個樂咖 鍾榮杰 陳相甫 龍華國小 郭承澔 龍華國小 周桓宇 博愛國小

EC06 國小組 七賢國小 群創FUN07 曾聖群 鄭又禔 七賢國小 楊明叡 日僑學校 張庭銨 楠陽國小

EC07 國小組 四維國小 黑暗大法師 游紡孟 盧宥辰 四維國小 陳永翰 四維國小

EC08 國小組 楠陽國小 swordofbear 趙志康 陳品叡 楠陽國小 葉姮如 楠陽國小 葉姮安 楠陽國小

EC09 國小組 中山國小 勝利IMK 鍾榮杰 許哲豪 中山國小 鄭宇恩 明誠國小 陳兆寬 明誠國小

EC10 國小組 中正國小、四維國小 e之吉拿棒 簡信傑 藍世潁 中正國小 朱槿 四維國小

ED01 國小組 文府國小 小洛特布朗尼 鍾榮杰 王婕伃 文府國小 王致鈞 文府國小

ED02 國小組 右昌國小 飛躍隊 柯炯廷 李宥學 右昌國小 吳梓睿 勝利國小 周和謙 福山國小

ED03 國小組 楠梓國小 群創FUN04 彭博謙 朱祐賢 楠梓國小 鐘翌庭 楠梓國小 蘇宥霖 楠梓國小

ED04 國小組
光華國小、苓洲國小、高雄美國學

校
87分不能再高 游紡孟 蔡瑋倫 光華國小 謝定家 苓洲國小 黃正宇

高雄美國學

校
ED05 國小組 龍華國小 訊雷隊 鍾榮杰 蔡旻軒 龍華國小 趙常安 明誠國小

ED06 國小組 楠陽國小 神燈鯊 趙志康 陳濬沐 楠陽國小 葉名恩 楠陽國小 賴冠穎 楠陽國小

ED07 國小組 文府國小 Skywalkers 蔡坤佑 盧關任 文府國小 洪冠傑 楠陽國小 張軒懷 博愛國小

ED08 國小組 光華國小、四維國小 8x7 游紡孟 蔡瑜宸 光華國小 鄭宇程 四維國小

ED09 國小組 三民國小、加昌國小 e之鴨鴨 簡信傑 林宥薰 三民國小 蔡秉宏 加昌國小

ED10 國小組 河堤國小 三個傻瓜隊 鍾榮杰 吳翔富 河堤國小 林祿晃 龍華國小 劉愷鈞 明誠國小

C組

D組



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JA01 國中組 楠梓國中 群創FUN01 曾聖群 莊旻齊 楠梓國中 李佳宥 楠梓國小 葉勛其 楠梓國小

JA02 國中組 瑞祥國中、福山國中 e之探測器 蔡德暐 蔡汶桐 瑞祥國中 凃昀佐 福山國中

JA03 國中組 國昌國中 林霧山莊 游紡孟 鮑善文 國昌國中 鮑善仁 國昌國中

JA04 國中組 右昌國中 右昌國中B隊 趙志康 何佳晏 右昌國中 沈若昕 右昌國中 鄧友訓 右昌國中

JA05 國中組 正義國中 e之正心 蔡志宏 孫奇霆 正義國中 張禎祥 正義國中 張曜麟 正義國中

JA06 國中組 陽明國中 Terminator 劉浩瑋 廖崎琇 陽明國中 吳玲誼 高雄美國學校

JA07 國中組 明華國中 小洛特勤隊 蔡坤佑 林宸毅 明華國中 洪浩恩 中山附中 曾韋騰 明誠中學

JA08 國中組
立志中學、師大附中、光華

國中
e之火箭 蔡德暐 黃紹承 立志中學 鄭筠祈 師大附中 張宇揚 光華國中

JB01 國中組 高師大附中 新世紀魔鬼十三世 游紡孟 王宏睿 高師大附中 張有璿 高師大附中

JB02 國中組 右昌國中 右昌國中A隊 趙志康 王淇 右昌國中 伍人禾 右昌國中 陳振威 右昌國中

JB03 國中組 高雄五福國中 K-bot 劉浩瑋 藍偉軒 高雄五福國中 林承寰 苓雅國中

JB04 國中組 龍華國中 控制力 蔡坤佑 王奕鈞 龍華國中 鄭宇洋 龍華國中

JB05 國中組 龍華國中 從容應隊 蔡坤佑 潘柏翰 龍華國中 陳奕廷 明華國中

JB06 國中組 高師大附中、新興國中 沒人想隊名 游紡孟 賈上昱 高師大附中 許育耀 新興國中

JB07 國中組 五福國中、復華國中 e之衛星 蔡德暐 陳冠銘 五福國中 鄧皓文 復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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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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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SA01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 金禾拾 蔡受勳 黃軒揚 高雄中學 鄭楷瀚 高雄中學 邱鈺貿 高雄中學

SA02 高中職組 中正高中 中正小萌新 游紡孟 王秋欽 中正高中 謝仕杰 中正高中

SA03 高中職組 立志中學 紅色內褲看光光 蔡佳純 周軒任 立志中學 方朝順 立志中學 張祐嘉 立志中學

SA04 高中職組 前鎮高中 請輸入隊伍名 楊宜庭 劉璟賢 前鎮高中 鄭詠升 前鎮高中 陳建銘 前鎮高中

SA05 高中職組 高雄女中 wandering 王庭毅 賴宥彣 高雄女中 劉恩秀 高雄女中 陳雨虹 高雄女中

SA06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 小洛特羅迷亞 柯炯廷 翁證翔 高雄中學 賴東蔚 立志中學高中部 林祐丞 中正高工

SA07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中山高中 Cardinal 趙志康 涂幸宸 高雄中學 曾智昇 中山高中 洪振庭 高雄中學

SA08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 蝦米飯 廖寶瑾 林忠勇 高雄中學 李柏翰 高雄中學 陳昶亨 高雄中學

SB01 高中職組 高雄女中 從缺 王庭毅 林宜萱 高雄女中 張語軒 高雄女中 彭莉棋 高雄女中

SB02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 正園羊肉 蔡受勳 顏澹寧 高雄中學 蘇冠名 高雄中學 林峻陞 高雄中學

SB03 高中職組 中正高中 中正仁 游紡孟 郭泰全 中正高中 謝瑜翔 中正高中

SB04 高中職組 前鎮高中 夢琪兒OuO 楊宜庭 蔡昇祐 前鎮高中 蔡濟謙 前鎮高中 羅勻謙 前鎮高中

SB05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三信家商 隊名五個字 游紡孟 王岳閎 高雄中學 陳亮宇 三信家商

SB06 高中職組 高雄女中 i唷 給力點 王庭毅 陳品妤 高雄女中 盧巧安 高雄女中 蔡欣庭 高雄女中

SB07 高中職組 高雄中學 吉樂米 廖寶瑾 吳振廷 高雄中學 江建陞 高雄中學 陳潤新 高雄中學

SB08 高中職組 高雄美國學校 KAS Dragons 莊金龍 Dennis Wang Lu 高雄美國學校 Luca Leo Thiel 高雄美國學校 Evan Chunyu Chen 高雄美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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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F1 混齡制 高苑工商 奇幻漂流木 王博彥 廖虹瑋 高苑工商 蔡秉錞 高苑工商

F2 混齡制 高雄中學 初出茅廬的菜 廖寶瑾 秦槐駿 高雄中學 陳冠宏 高雄中學

F3 混齡制 彌陀國中 焱鑫 吳家君 江彥星 彌陀國中 林豫謙 彌陀國中 吳崧睿 彌陀國中

F4 混齡制 高苑工商 院長總從後門來 王博彥 鄭義穎 高苑工商 吳瑋晉 高苑工商

F5 混齡制 高雄中學 大雄中帝國 廖寶瑾 劉皓宇 高雄中學 陸佑華 高雄中學 林晨華 高雄中學

F6 混齡制 前鎮高中 高雄發大財 郭偉銘 李逸程 前鎮高中 鄧乃睿 義大國際中學 蔡旭淮
高雄馬禮遜美

國學校

F7 混齡制 高雄中學 黑化肥發灰 灰化肥發黑 廖寶瑾 陳星霖 高雄中學 林偉博 高雄中學 許翰翔 高雄中學

F8 混齡制 彌陀國中 天龍 吳家君 陳新龍 彌陀國中 劉宥榆 彌陀國中

F9 混齡制 高苑工商 虹瑋弟弟 王博彥 錢冠達 高苑工商 林柏志 高苑工商 王繹睿 高苑工商

F10 混齡制 彌陀國中 亞培安頤 吳家君 葉昆暉 彌陀國中 陳天佑 彌陀國中 孫安頤 彌陀國中

高雄市 2019 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足球賽(10)



競賽別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高中(4)

OS01 高中職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三民7741創意 黃建晃 洪凱哲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
傅經皓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

OS02 高中職組 鳳山商工 CS特勤隊 吳文斌 孫繼禕 鳳山商工 蕭茂森 中山工商

OS03 高中職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三民熊貓創意 黃建晃 金鴻昇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
黃國禎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
蔡柏緯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

OS04 高中職組  大榮高中 LEGO 大榮 周宗元 林琮庭 大榮高中 曾義凱 大榮高中 曾永興 大榮高中

國中(5)

OJ01 國中組 立德國中 立德發大財 羅銘維 張品淮 立德國中 郭彥君 立德國中

OJ02 國中組 陽明國中,鳳西國中 csrs綠巨人隊 葉育杰 林宏曆 陽明國中 鄭旭翔 鳳西國中 江永濬 陽明國中

OJ03 國中組 立志中學 樂迷隊 吳文斌 李懿修 立志中學 郭城輝 師大附中國中部 古瀚之 小港國中

OJ04 國中組 左營國中,三民國中 csrs星際隊 葉育杰 蔡依廷 左營國中 郭久銘 三民國中

OJ05 國中組 龍華國中,高市私立明誠中學 csrs鋼鐵人隊 葉育杰 陳柏昕 龍華國中 姜定佑
高雄市私立明

誠中學

國小(4)

OE01 國小組 河堤國小,莒光國小 csrs美國隊長隊 葉育杰 劉柏毅 河堤國小 李冠德 河堤國小 林隼翔 莒光國小

OE02 國小組 仁武國小 就是愛LEGO 鄭素娟 周書鳴 仁武國小 周廷蓁 仁武國小 高定呈 仁武國小

OE03 國小組 四維國小 四維文華隊 吳文斌 溫晨佑 四維國小 郭家鴻 四維國小 李岱威 文華國小

OE04 國小組 新上國小,前峰國小 csrs銀河 葉育杰 葉宥呈 新上國小 陳宣宇 前峰國小

高雄市 2019 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創意賽



編號 分組 代表學校 隊名 教練 隊長 學校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PA01 混齡制 東光國小 葛瑞機器人翻轉吧!!! 廖忠興 廖婕安 東光國小 廖婕希 東光國小

PA02 混齡制 樹德家商 洪荒會 謝茂順 陳柏翔 樹德家商 溫研雋 樹德家商

PA03 混齡制 彌陀國中 姊姊妹妹 黃俊榮 黃家珮 彌陀國中 黃珮鏵 永安國小

PA04 混齡制 樹德家商 SDASS 謝茂順 黃威揚 樹德家商 陳冠佑 樹德家商 塗秉宏 樹德家商

高雄市 2019 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名單–表演賽(4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