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年齡組別 所屬縣市 就讀學校1

G88603028 哥哥也愛玩積木 高中職組 台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G88603027 渦輪方程式 高中職組 台中市 華盛頓高級中學

G88603023 你看我的大檜木 高中職組 台中市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G88603021 你不對我材對 高中職組 台中市 彰化高中

G88603017 光德加1帥 高中職組 台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G88603011 隊伍顯示錯誤 高中職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3004 等於零 高中職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2112 清中二隊星星人類 國中組 台中市 清水國中

G88602111 蜂神榜 國中組 台中市 華盛頓高級中學

G88602093 光德三國 國中組 台中市 光德國中

G88602092 光德彗星 國中組 台中市 光德國中

G88602024 天狼星2.0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2021 神力巴克禮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2017 光德領角鴞 高中職組 台中市 光德國中

G88602016 宇宙大霹靂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2014 當風遇到榕樹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G88602013 未來台中城 國中組 台中市 北新國民中學

G88602012 清中三隊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立清水國中

G88602011 清中一隊星人類 國中組 台中市 清水國中

G88602010 故宮驚魂夜 國中組 台中市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G88602008 日正當中1 國中組 台中市 日南國中

G88602006 蜂狂夜總會 國中組 台中市 華盛頓高級中學

G88602005 順天NO.1 國中組 台中市 台中市曉明女中

G88602003 平行時空的秦陵 國中組 台中市 北新國中

G88601049 聖誕叮叮噹 國小組 台中市 華盛頓國民小學

G88601027 小熊之旅 國小組 台中市 台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

G88601022 石岡 國小組 台中市 臺中市石岡國小

G88601011 最後一戰 國小組 台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

G88601010 生生不息 國小組 台中市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國民小學

G88601009 璀璨夢想 國小組 台中市 台中市北區省三國小

G88601008 星際護衛隊 國小組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

G88602049 HM機關夢行者 國中組 台北市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G88601037 三隻小豬 國小組 台北市 光復國小

G88601034 海洋垃圾公國 國小組 台北市 台北市西湖國民小學

G88601033 環保紀元 國小組 台北市 台北市西湖國小

G88603033 中道君臨城小隊 高中職組 宜蘭縣 中道高級中學

G88603032 中道臨冬城小隊 高中職組 宜蘭縣 中道中學

G88603022 我要喝 osas 咕嚕 高中職組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G88602100 星際艦隊 國中組 宜蘭縣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G88602095 SQUARE 國中組 宜蘭縣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G88602085 勇者闖天地 國中組 宜蘭縣 宜蘭縣壯圍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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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8602026 三星三隊 國中組 宜蘭縣 三星國中

G88602023 蘭庭暴風雪 國中組 宜蘭縣 宜蘭國中

G88601050 凱小五旋風隊 國小組 宜蘭縣 凱旋國小

G88601047 萬富樂樂隊 國小組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鄉萬富國民小學

G88601045 過嶺國小（過嶺棒棒糖） 國小組 宜蘭縣 過嶺國民小學

G88601026 黎明 國小組 宜蘭縣 宜蘭縣黎明國民小學

G88602007 Dream 國中組 南投縣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G88601061 馴龍戰車 國小組 南投縣 竹山國小

G88601058 康壽第一隊 國小組 南投縣 康壽國小

G88601048 草國一級棒 國小組 南投縣 草屯國小

G88601030 營盤心積 國小組 南投縣 南投縣營盤國民小學

G88603002 咕嚕咕嚕肚子餓 高中職組 屏東縣 東港高中

G88602147 絕隊 國中組 屏東縣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G88602146 jumberwock 國中組 屏東縣 屏東縣潮州國中

G88602101 台灣燈會在屏東 國中組 屏東縣 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

G88602090 哩哩辣辣 國中組 屏東縣 屏東縣立琉球國中

G88602020 強強滾 國中組 屏東縣 屏東縣明正國中

G88602018 做就對了 國中組 屏東縣 高樹國民中學

G88601062 希望隊 國小組 屏東縣 屏東縣和平國小

G88601044 十項全能 國小組 屏東縣 屏東縣佳佐國小

G88601014 驚奇狂想屋 國小組 屏東縣 屏東縣崇蘭國民小學

G88601070 南美I-構思隊 國小組 桃園市 桃園市立南美國小

G88603019 聊天啊聊天 高中職組 高雄市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G88602104 夢遊仙境 國中組 高雄市 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

G88602103 蒐集寶石-拯救世界 國中組 高雄市 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

G88603020 明日花 Keelung 高中職組 基隆市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G88603006 Engineering 高中職組 基隆市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G88602091 南榮紅蠍隊 國中組 基隆市 南榮國中

G88602089 南榮防衛隊 國中組 基隆市 基隆市立南榮國民中學

G88601015 Cycle-不滅 國小組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國小

G88603001 鋼鐵人 高中職組 新北市 康橋國際學校

G88602002 世界末日 國中組 新北市 康橋國際學校

G88602001 侏儸紀 國中組 新北市 康橋國際學校

G88601035 崇德國小 國小組 新北市 崇德 國民小學

G88601013 中港綠巨人2 國小組 新北市 中港國小

G88601012 中港綠巨人1 國小組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小

G88602148 東興再臨-氣動山河 國中組 新竹縣 新竹縣立東興國中

G88601068 無敵艦隊 國小組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小

G88601067 關東組 國小組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小

G88601063 黑夜傳說 國小組 新竹縣 新竹縣六家國民小學

G88601017 竹北夜總會 國小組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國小

G88603026 出奇制勝 高中職組 嘉義市 嘉華高級中學

G88601032 創新科學代表隊 國小組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國民小學

G88602145 草湖不倒隊 國中組 彰化縣 草湖國民中學



G88602094 奇幻樂園 國中組 彰化縣 竹塘國中

G88602087 誠意十足 國中組 彰化縣 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

G88601069 天降神雞*阿成* 國小組 彰化縣 彰化縣大湖國小

G88601060 伸東B 國小組 彰化縣 彰化縣伸東國小

G88601059 伸東C 國小組 彰化縣 彰化縣伸東國小

G88601054 萄喜小機關 國小組 彰化縣 媽厝國小

G88601025 黑旗旋風 國小組 彰化縣 愛因斯坦實驗小學

G88601023 Great Master 國小組 彰化縣 彰化縣和仁國小

G88601020 機冠王 國小組 彰化縣 彰化縣和仁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