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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41)

JN01 北區 桃園市 快樂好棒棒 巫若綺 王金程 有得雙語中小學 涂祐銓 內壢國民中學

JN02 北區 新北市 Yee恐龍 李冠翰 徐浩庭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劉昱賢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JN03 北區 新北市 來一刻 李冠翰 洪健傑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傅宇凡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JN04 北區 新北市 喂 李虹儀 陳宥任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劉守謙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JN05 北區 新北市 JOE這樣 李虹儀 陳銳浤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余家學 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劉許宏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JN06 北區 新北市 裁判一號 李虹儀 鍾凱翔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江維霖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JN07 北區 新竹縣市 打火兄弟1號 林文民 江松謙 新竹市三民國中 陳彥宇 新竹市培英國中 鄭丞皓 新竹市曙光國中

JN08 北區 新竹縣市 打火兄弟2號 林文民 劉芮晴 新竹縣成功國中 劉以晴 新竹縣成功國中 高偉翔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JN09 北區 新竹縣市 打火兄弟3號 林文民 余孟威 新竹市三民國中 李慶鋐 新竹市光華國中 邱義淜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JN10 北區 新竹縣市 庫巴戰隊 洪綜韓 孫華澤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民中學 沈岷駿 國立竹科實中雙語部 嚴浩肇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國中部

JN11 北區 台北市 創思B隊 涂政宏 鍾承恩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劉桓宇 台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JN12 北區 台北市 創思C隊 涂政宏 應家康 台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唐麒鈞 康橋國際學校

JN13 北區 新北市 GJ-讚讚203 張富翔 洪瑋澤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洪瑋成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JN14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隊 郭宣毅 李少榛 東湖國中 翁睿鴻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JN15 北區 台北市 羅寶2隊 郭宣毅 魏子家 明湖國中 陳科翰 康橋國際學校

JN16 北區 台北市 羅寶3隊 郭宣毅 蔡千禾 南湖國小 邱稚皓 明湖國中

JN17 北區 台北市 羅寶4隊 郭宣毅 林辰澔 內湖國中 曾柏睿 成德國中

JN18 北區 台北市 羅寶5隊  郭宣毅 許喻為 中平國中 戴弈寬 明湖國小

JN19 北區 台北市  羅寶6隊 郭宣毅 王于謙 麗山國中 林語浤 內湖國中

JN20 北區 台北市 羅寶7隊 郭宣毅 郭岳翰 明湖國中 馮立讀 明湖國中

JN21 北區 台北市 羅寶8隊 郭宣毅 林家慶 大湖國小 詹京翰 東湖國中

JN22 北區 台北市 國中一隊 陳彥霖 鄭翔元 台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吳碩濮 台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洪聖智 台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JN23 北區 台北市 國中二隊 陳彥霖 賴相宇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朱承恩 台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張詠程 康橋國際學校

JN24 北區 台北市 國中三隊 陳彥霖 陳怡睿 台北市立介壽國中 張菡芸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中學部 李睿穎 台北市私立實驗高級中學中學部

JN25 北區 新北市 南投金萬昌 陳彥霖 江家瑋 板橋區中山國中 黃秉濬 板橋區中山國中 盧雋博 板橋區忠孝國中

JN26 北區 台北市 Fallgrape 陳彥霖 郭昊承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濮子竣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JN27 北區 台北市 今天不頭痛 陳彥霖 陳宥叡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高芮妮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高豪澤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JN28 北區 台北市
速轉車業x康卓牙醫x

鉅揚地政士事務所
陳彥霖 郭菡千 金華國中 蔡旻軒 濱江國中 林品諺 台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JN29 北區 台北市
莊記彥勳鮭魚家禾萬

事興
陳彥霖 尹彥勳 台北市建安國小 吳家禾 龍門國中 莊立楷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JN30 北區 新北市 梅川伊芙 葉思齊 邱議德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學 曾信銘 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高級中學 陳柏愷 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

JN31 北區 新竹縣市 河馬突襲隊 劉宇航 蔡尚融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邱紀寰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黃靖崴 新竹私立光復高中

JN32 北區 新竹縣市 海豹鱷魚隊 劉宇航 李子安 新竹縣立仁愛國中 黃昱瑋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國民中學 吳宇恩 桃園市復旦中學國中部

JN33 北區 新竹縣市 深海大魷魚 劉宇航 林承翰 新竹市磐石高中 王柏翔 新竹市光華國中

JN34 北區 新竹縣市 叢林大山豬 劉宇航 張少滐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國中部) 莊詠程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鍾冠頡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JN35 北區 新竹縣市 庫巴突襲隊 劉宇航 謝沐耕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民中學 劉子凡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JN36 北區 基隆市
哇哈~哇哈哈~哇哈哈

哈
潘俊豪 潘宥學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黃浩庭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方弘宜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JN37 北區 基隆市 蛤 潘俊豪 李佶襄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黃毓棠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JN38 北區 基隆市 光速 潘俊豪 廖力慷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高偉誠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JN39 北區 台北市 創匠E 魏士楷 楊宸銘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葉少鏞	 臺北市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學

JN40 北區 新北市 創匠F 魏士楷 江翎愷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顏國宸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顏詠潔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JN41 北區 台北市 創匠G	 魏士楷 徐東濂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徐廉鈞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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