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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01 北區 新北市 阿二隊 王瀚德 陳立騰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黃士軒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林稟勛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EN02 北區 台北市 森力其縉 朱庭緯 林睿森 仁愛國小 陳柏縉 幸安國小

EN03 北區 台北市 目眩神堯 朱庭緯 王昱堯 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陳玄叡 百齡國小

EN04 北區 台北市 飛天快車 朱庭緯 曾品瑄 康萊爾雙語中小學 廖浩廷 光復國小

EN05 北區 台北市 想回家的松鼠 朱庭緯 徐紹軒 中正國小 陳品叡 新民小學

EN06 北區 台北市 逸酉全競 朱庭緯 洪品逸 光復國小 鄒定酉 光復國小

EN07 北區 新北市 閃電QQ鱈魚衝鋒衣 李冠翰 徐浩宸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徐培祐 新北市私立裕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 黃靖辰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EN08 北區 新北市 樂高三人組 李冠翰 鄭博文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謝維翎 新北市私立裕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 蔡明軒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EN09 北區 新北市 隊名好難取 李虹儀 樓彥齊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曾柏翔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EN10 北區 新竹縣市 割草機1號 林文民 陳彥霏 新竹市東園國小 曾楷翔 新竹市三民國小 王加宥 新竹市三民國小

EN11 北區 新竹縣市 割草機3號 林文民 楊昊展 新竹市東門國小 李瑞晟 新竹市三民國小 蔡宗廷 新竹市科園國小

EN12 北區 新北市 采色晴天 林靜易 傅憶晴 台北市萬華區光仁小學 莊采欣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EN13 北區 新北市 螃蟹牌家用型機器人 林靜易 謝丞喆 新北市裕德國小 王子謙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EN14 北區 新北市 飛哥 林靜易 林子丞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小 林子齊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小 吳博智

EN15 北區 新北市 Besteam RobotA 陳弘哲 倪浚瀚 興隆國小 明瑞恩 麗山國小

EN16 北區 新北市 BeSTEAM Lion 倪瑞鴻 黃之軒 麗山國小 雷柏佑 文林國小 鄭仲軒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EN17 北區 台北市 創思A隊 涂政宏 黃瀞萱 薇閣小學 劉映妘 台北市健康國小

EN18 北區 台北市 創思D隊 涂政宏 劉子雋 台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張景翔  台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EN19 北區 台北市 小恒ROBOT 張嘉豪 柯秬菕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康丞瑋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蕭暐恒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EN20 北區 台北市 荒野圍棋 張嘉豪 蕭凱仁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 張皓鈞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EN21 北區 台北市 仁愛國小代表隊 張嘉豪 劉安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廖家佑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趙恩宇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EN22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號 莊慧琳 陳暐中 麗湖國小 蔡品宥 麗湖國小 翁晟凱 復興國小

EN23 北區 台北市 羅寶2號 莊慧琳 吳柏劭 復興國小 陳苡文 麗湖國小

EN24 北區 台北市 羅寶3號 莊慧琳 李聿鎧 麗湖國小 徐睿妤 明湖國小

EN25 北區 台北市 羅寶4號 莊慧琳 林品叡 麗湖國小 胡葛謙 國北教大實小

EN26 北區 台北市 羅寶5號 莊慧琳 陳祈翰 康橋國際學校 陳世棠 康橋國際學校

EN27 北區 台北市 羅寶6號 郭宣毅 王嘉樂 東湖國小 汪宇柏 南湖國小

EN28 北區 台北市 羅寶7號 莊慧琳 徐業之 濱江國小 陳以辰 康橋國際學校

EN29 北區 台北市 羅寶8號 莊慧琳 李勁輝 大直國小 呂坤林 南港國小

EN30 北區 台北市 羅寶9號 莊慧琳 呂杰恩 靜心國小 許桀睿 南湖國小

EN31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0號 郭宣毅 陳彥豪 南湖國小 林佑佳 明湖國小

EN32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1號 莊慧琳 羅慶庭 北新國小 陳竑叡 華興小學

EN33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2號 郭宣毅 謝丞睿 南湖國小 王則允 北峰國小

EN34 北區 台北市 羅寶14號 阮柏燁 朱昱樺 麗湖國小 王宥程 內湖國小

EN35 北區 基隆市 摳尼雞蛙 郭許丞 楊洺睿 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 陳碩同 基隆市正濱國民小學

EN36 北區 新北市 Technical Spike 陳玠霖 林維彥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 馬志維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黃嘉泰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EN37 北區 新北市 樂奇1隊 陳信宏 陳翔峟 新北市林口區康橋國際小學 卞蜚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

EN38 北區 桃園市 樂奇2隊 陳信宏 陳若竹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林楷紋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國民小學

EN39 北區 新北市 樂奇3隊 陳信宏 陳潤綱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民小學 吳秉善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民小學

EN40 北區 台北市 大尾巴 陳彥霖 張誌恆 臺北市小實光實驗教育機構 翁大爲 秀朗國小 鄧承瀚 台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國小部

EN41 北區 新北市 可樂隊 陳彥霖 王楷鈞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小學部 柯宇樂 建安國小

EN42 北區 基隆市 奕璇奕翰隊 陳彥霖 黃奕璇 基隆市長樂國民小學 黃奕翰 基隆市長樂國民小學

EN43 北區 台北市 軒揚立崴 陳彥霖 簡琳崴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黃子軒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莊立楷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EN44 北區 台北市 旋風衝鋒龍捲風 陳彥霖 高豪澤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張晨豪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白浥辰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EN45 北區 台北市 Zoe&Claire 陳彥霖 莊舒涵 新北市馬禮遜美國學校（Morrison Academy Taipei） 吳家儀 金華國小

EN46 北區 台北市 歪國人 陳彥霖 袁翊庭 台北美國學校 葉均浩 台北歐洲學校

北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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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47 北區 台北市 青菜烏賊 陳彥霖 黃煒家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呂美成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EN48 北區 新北市 天空侵略隊 陳祈睿 林宥廷 新北市永和國民小學 尤鵬安 及人國小 黃翔泰 台北市西園國小

EN49 北區 花蓮縣 睿氐游GG 曾碩 張睿恩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游鈞翔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王政皓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EN50 北區 花蓮縣 早上好中國 曾碩 張書維 花蓮私立海星國小 王弘星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楊詠翔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EN51 北區 新竹縣市 天線寶寶 黃凱煇 徐聖絮 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 蔡瑄容 東興國小

EN52 北區 新竹縣市 smiliodon 黃凱煇 趙胤紘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羅翊銍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陳齊佑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EN53 北區 新北市 好棒棒 葉思齊 劉許齊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宇騰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小

EN54 北區 新北市 超棒棒 葉思齊 豐均陵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王士庭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EN55 北區 新竹縣市 堅持到底 劉宇航 林逸涵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 徐敏芝 新竹市東園國民小學

EN56 北區 新竹縣市 瓢蟲帶回家 劉宇航 吳沛成 新竹市培英國中 于上迪 新竹市曙光國中 鄧丞霖 新竹市培英國中

EN57 北區 新竹縣市 高手高手高高手 劉宇航 陳柔安 新竹市曙光國中 王岦丞 新竹市建華國中 陳品緒 新竹市建功國小

EN58 北區 新竹縣市 永不放棄 劉宇航 吳杰宇 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學 陳亮勳 新竹市香山國民小學 黃彥然 愛因斯坦國中小實驗教育機構

EN59 北區 新竹縣市 大俠愛吃漢堡包 劉宇航 黃煒翔 新竹市東園國小 王奕凱 康橋國際學校 邱迪昂 新竹市東門國民小

EN60 北區 新竹縣市 深海奇兵 劉宇航 何澄希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IBSH) 柯秉劭 新竹市科園國民小學

EN61 北區 新竹縣市 天使大象隊 劉宇航 葉育銓 新竹市舊社國小 李長橋 新竹市東園國小 古祐丞 新竹市關埔國小

EN62 北區 新竹縣市 那個庫東西 劉宇航 陳宥羽 新竹縣私立康乃爾國民中小學 王士瑋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余丞祐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EN63 北區 新竹縣市 野豬騎士大隊長 劉宇航 張育仁 新竹市光武國中 蕭詩翰 新竹市東園國小

EN64 北區 新竹縣市 我最庫 劉宇航 林靖騏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胡孟希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國民小學

EN65 北區 新竹縣市 乖乖隊 劉宇航 彭宥蓉 新竹市立龍山國民小學 楊煜慈 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小學部 李為翰 新竹市關埔國小

EN66 北區 新竹縣市 黑風之翼 劉宇航 張祐嘉 新竹市東園國小 吳易謄 新竹市龍山國小 陳儆亮 新竹市立東門國小

EN67 北區 新竹縣市 香菇隊大隊長 劉宇航 王品睿 新竹市北門國小 林秉家 新竹市舊社國小

EN68 北區 新北市 我拿金牌 鄭雅玲 孫品倫 裕德國小 江宸緯 裕德國小

EN69 北區 新北市 我想不到 鄭雅玲 王孝恩 海山國小 章程皓 後埔國小 江家名 板橋國小

EN70 北區 桃園市 快樂好棒棒 蕭柏榮 許廣宥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陳建均 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 温奕晴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EN71 北區 台北市 創匠A 魏士楷 朱靖維 臺北市天主教光仁國民小學 高榆陞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

EN72 北區 新北市 創匠B 魏士楷 賴柏均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洛霆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

EN73 北區 新北市 創匠C 魏士楷 江畇寬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楊淯翔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 李柏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EN74 北區 新北市 創匠D 魏士楷 周子懷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余子丞 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董哲睿 臺北市宸恩實驗教育機構

EN75 北區 基隆市 除草博士 郭許丞 呂兆勤 基隆市立中興國民小學 楊永彬 基隆市德和國民小學 張秉哲 二信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