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V 1 EC05 台中市 Hacker 林盈吟 陳泊寯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林冠宇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

V 2 EB05 台中市 永隆之星 張安邦 葉哲佑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吳怡璇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蕭立謙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V 3 EB01 台中市 Victory 林盈吟 李冠陞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游尚諭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V 佳作 EB07 台中市 Smart Cities 林慧雲 潘宇翔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吳彩瑜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林藤洋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佳作 ED05 高雄市 光榮震撼隊 柯炯廷 李蘇容 高雄市立內惟國小 蔡定翰 高雄市立新莊國小 許震耀 高雄市立新民國小

佳作 ED06 台中市 Smart Transport 張嘉芯 石少閎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蘇微謙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鄭祈恩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佳作 EA10 高雄市 金州勇士 鍾榮杰 黃亭禎 高雄美國學校 趙常安 高雄明誠國小 趙于靚 高雄市立前金國小

佳作 EA08 南投縣 無可匹敵 鄒源晋 李昌諭 南投縣光華國民小學 王宥鈞 弘明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謝承翰 南投縣平和國民小學

佳作 EB09 台中市 Winners 郭文凱 張承淅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施重宇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林子恩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佳作 EB06 高雄市 群創FUN03 曾聖群 蘇宥霖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小學 曾修唯 高雄市大社區嘉誠國民小學 張庭銨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佳作 EA03 苗栗縣 AI Robotics1 林欣磊 葉逸真 新港國小 林信穎 後龍國小 呂淂甫 新港國小

佳作 EB04 高雄市 小洛特洛衣 鍾榮杰 林少宇 高雄市立中山國小 王靖凱 高雄私立大榮國小

佳作 EA06 台中市 God Speed 張嘉芯 沈士農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 陳旭閔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民小學 黃俊恭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佳作 EB10 台中市 Smart Passenger 譚至元 盧宥任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 黃致瑋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辰維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佳作 EC08 高雄市 群創FUN06 曾聖群 楊明叡 高雄市日僑學校 鄭又禔 高雄市七賢國民小學

佳作 EA07 高雄市 群創FUN02 曾聖群 李沂秦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小學 楊甫康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 毛浚宥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佳作 ED07 高雄市 群創FUN04 曾聖群 朱祐賢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小學 李亞澤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小學 曾修騰 高雄市大社區嘉誠國民小學

佳作 EC01 高雄市 小洛特布朗尼 鐘榮杰 王婕伃 高雄市立文府國小 王致鈞 高雄市立文府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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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EA05 高雄市 飛躍隊 柯炯廷 周和謙 高雄市立福山國小 李宥學 高雄市立右昌國小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V 1 JB01 台中市 Carry全場 黃凱煇 林宥均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邱莛閎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陳宏洋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V 2 JD01 台南市 火腿肉絲蛋炒飯 孫蜂揮 張哲睿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智媛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V 3 JD03 雲林縣 粘老相信撥雲見日隊 粘振國 林晏徵 雲林縣私立揚子中學國中部 吳育州 雲林縣麥寮國民中學 李祁諺 雲林縣淵明國民中學

V 佳作 JC03 台中市 Smart Choice 張嘉芯 黃柏緒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李彥儒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JA08 高雄市 從容應隊 蔡坤佑 潘柏翰 高雄市立龍華國中 陳奕廷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佳作 JA03 台中市 JTW 黃凱煇 鄭浚佑 台中市爽文國中 周毓修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佳作 JD07 台中市 Fire Dolphins 黃忠志 呂和鑫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王定庭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莊敏訢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佳作 JC04 雲林縣 跑出生涯代表作 粘振國 林育寬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冠程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宸凱 雲林縣東仁國民中學

佳作 JA04 台南市 YOYO 孫蜂揮 宋承示右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宋敏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佳作 JB08 台中市 GoGoRobot 黃凱煇 蘇柏愷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陳仲新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彤恩 新民高級中學

佳作 JD02 台中市 EOCEO 黃凱煇 張崴誠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李枋恕 明道高級中學 李從嘉 明道高級中學

佳作 JD08 台中市 Killer 3 黃凱煇 唐昀佐 台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立夫 台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紀威亨 台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佳作 JA01 台中市 超越巔峰 黃凱煇 蘇郁暐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郭家睿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鐘茝翔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佳作 JC05 台中市 明道A++ 郭文凱 陳品叡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廖邦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姜在宬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JC02 台中市 Formosa 林盈吟 黃睿程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周柏翰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張承越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JD04 台中市 Block Hole 梁竣貿 詹聿誠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徐佑丞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張鳳麟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佳作 JB06 雲林縣 正心隊 粘振國 張士郁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禹晨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袁立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JA06 台中市 從零開始的C語言 陳龍雄 蔡允成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蔡允維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V 1 SA04 高雄市 小洛特樂高機器人 柯炯廷 翁證翔 高雄中學 賴東蔚 立志中學高中部 林祐丞 高雄中正高工

V 2 SB06 台中市 其實我也不知道 游家政 林子純 僑泰高級中學 翁承煒 僑泰高級中學 陳浩洋 僑泰高級中學

3 SB01 雲林縣 Fantastic Philosophy 粘振國 李睿穎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蘇柏叡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羅翊宸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實驗中學國際部

佳作 SA05 台中市 在深夜的樂高教室遇見菊花 邱浚源 吳嘉銘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林暐倫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劉慧祺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SA07 台南市 達拉崩巴 呂信輝 陳柏菖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張錦昌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陳柏愷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佳作 SA03 台中市 LZSH6終極屁孩趴 柯瑞龍 邱柏宇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吳旭晟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林伯謙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佳作 SA01 彰化縣 被熊熊遇見 鄭安棋 曾苔湘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亮筑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蕭莉蒓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SB02 彰化縣 熊熊遇見妳 鄭安棋 許耘瑄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王俞蓁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品欣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V 1 D7 台中市 想不到吧!!! 胡啟有 廖昱安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謝宗佑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胡允瑞 臺中市立崇倫國中

V 2 C3 台中市 星爆之力 盧家俊 高偉倫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以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V 3 B5 台中市 Ctrl+S 黃忠志 周佑康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梁書維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V 佳作 C6 台中市 snjh1 胡啟有 陳宥霖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楊智仁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劉端婷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V 佳作 A1 台中市 來自泰空 鍾國榮 吳育丞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睿承 南亞技術學院

V 佳作 A6 台中市 福科宸閔之路 陳龍雄 李宸宇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鄭閔仁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V 佳作 B1 彰化縣 名揚四海 黃聖恩 葉家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睿駿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許芫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V 佳作 D2 台中市 OFDL Soccer 黃忠志 王逸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曾家翔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廖柏翔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V 佳作 D4 台中市 急速魂soul 胡啟有 張均睿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鍾文豪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蕭智鈺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佳作 A2 台中市 想不到隊名 胡啟有 楊炳恩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胡賢邑 和平國小 李紹瑜 九德國小

佳作 C1 台中市 台灣阿里山捕鳥大隊(騙你的) 胡啟有 陳品翰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張皓鈞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佳作 B6 台中市 龍的傳人 曾威凱 張甯皓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張祐閔 台中巿私立衛道中學 張右富 台中市三和國民小學

佳作 B3 台中市 黃色帝王蟹 陳龍雄 黃致翰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謝念希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佳作 D5 彰化縣 最佳拍檔 黃聖恩 陳易廷 彰泰國民中學 許曜丞 彰泰國民中學 陳煥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晉級 名次 隊伍編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1 W5 台中市 Smart Robot 郭文凱 陳柏穎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蘇微皓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2 W8 台中市 永隆之光 張安邦 賴上正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黃品鈞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劉翊庭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3 W6 台中市 Best Team 張嘉芯 林姝嫻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林秉歷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佳作 W3 台中市 黃金樂高隊 葉燊 黃楷翔 臺中市賴厝國民小學 朱清永 臺中市仁美國民小學

佳作 W9 彰化縣 BE WINNER 江紫綺 蔡政恩 靜修國小 林泰宇 靜修國小 游宗諺 靜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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