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WRO國際奧林匹亞智能機器人「中南區」線上聯盟賽_競賽國中組

名次 晉級
暫定

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隊員1姓名 隊員1學校 隊員2姓名 隊員2學校 隊員3姓名 隊員3學校

檢核確

認
分數 秒數

競賽-國中組 (晉級標準：檢錄合格且分數達97分以上)

1 V JC01 台中市 Tai Botics Delta 黃凱煇 蔡昀靜 福科國中 蘇郁涵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林彤恩 ICA常春藤美式寄宿學校 O 130 86.3

2 V JC02 台中市 Never Give Up 黃凱煇 顏荷米 台中馬禮遜美國學校 曹仕杰 明道中學 O 130 93.8

3 V JC03 台中市 OFDL BiBo 黃忠志 周子新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林至允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陳子馨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O 130 98.2

佳作 V JC04 台中市 NGU 黃凱煇 簡銘浩 明道中學 林哲宇 明道中學 O 130 100.8

佳作 V JC05 台中市 樂高小車車 邱浚源 蔡宗穎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蔡依宸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陳智富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O 130 106.5

佳作 V JC06 台中市 OFDL Alpha 黃忠志 黃浩元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吳彥杞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王義鈞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O 130 114

佳作 V JC07 台中市 無名 黃凱煇 胥義琛 衛道中學 趙翊詠 僑泰高級中學 O 130 117.6

佳作 V JC08 雲林縣 受虐的塑膠 林展佑 王彥驊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黃彥鈞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方臆禎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O 123 110.7

佳作 V JC09 雲林縣 隊友智商跟分數差不多 魏浩年 蘇柏昕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陳岳群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范秉閎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O 123 118.1

佳作 V JC10 台中市 溪南來了 胡啟有 陳品安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賴孟承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趙振博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O 122 116.2

佳作 V JC11 台中市 我也愛溪南 胡啟有 陳恩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張袺絡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O 121 108.7

佳作 V JC12 台中市 溪南回來到 胡啟有 林柏盛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陳冠璋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劉宏源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O 113 95.6

佳作 V JC13 雲林縣 我好棒 魏浩年 詩賀鈞 雲林縣斗六國民中學 紀佾彣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實驗中學國中部 胡騏安 雲林縣崙背國民中學 O 106 120

佳作 V JC14 台中市 名揚四海 黃聖恩 江昱賢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學校 蕭丞皓 惠文高級中學 蕭松澤 文興高級中學 O 97 93.1

佳作 V JC15 彰化縣 台灣寶島 黃聖恩 邱奕睿 萬興國民中學 洪睿謙 彰泰國民中學 O 97 101.6

V JC16 彰化縣 戰鬥特警 黃聖恩 黃淞銘 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白紘愷 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吳岳 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O 97 104

V JC17 台中市 強制哥小恐龍 黃凱煇 黃定理 員林國中 林東燦 溪南國中 吳仁翔 明道中學 O 97 120

彰化縣 風林火山 黃聖恩 王昱翔 彰安國民中學 陳致佑 彰興國民中學 O 91 109.1

台中市 衛道少一人 黃凱煇 陳仲新 衛道中學 蘇柏愷 衛道中學 O 85 111.4

雲林縣 小蝦隊 粘振國 紀佑勳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 林育寬 雲林縣東仁國民中學 O 80 98.4

雲林縣 我知道隊名 粘振國 張佑安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陳宇靖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陳囿廷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O 80 112.5

雲林縣 雲林上場 林展佑 江奕葶 雲林國民中學 闕楷倫 雲林國民中學 O 80 91.4

台中市 立新魅客A 賴俊霖 劉子賢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彭翊洋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O 73 103.2

雲林縣 善良國民 展佑 郭彧睿 雲林縣斗六國民中學 蕭廷宇 雲林縣淵明國民中學 吳秉勳 彰化縣文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O 73 112

雲林縣 我好努力 粘振國 蔡博聿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林晉賢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實驗中學國中部 O 65 71.6

台中市 立新魅客C 賴俊霖 徐若庭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黃思涵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O 62 120

台中市 火箭牌螞蟻 黃凱煇 紀博鏞 龍津國中 廖瑋竣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陳揮頷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O 58 72.1

雲林縣 Lightning 粘振國 文博裕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曾冠程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國中部 O 49 44.1

台中市 立新魅客B 賴俊霖 何丞翔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鄭敬懷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顏誌佑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O 41 31.5

嘉義縣市 宏仁戰隊C 張訓維 張丁元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黃煜翔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X 93 111.4



備註：晉級WRO世界賽選手須依WRO總部年齡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