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A01 廣興國小 廣興隊 王宗翔 賴妤綺 1 B01 菓林國小 誰「宇」爭「峰」 陳宥宇 羅志峰 1

A02 茄苳國小 茄苳隊 許仕叡 詹文淵 2 B02 上大國小 永勝雙人組 邱錦瀚 陳永霖 2

A03 上大國小 永勝雙人組 邱錦瀚 陳永霖 5 B03 富台國小 夢想起飛 陳建寰 張凱傑 6

A04 富台國小 夢想起飛 陳建寰 張凱傑 3 B04 富岡國小 雷霆 孫正豪 蔡宏杰 1

A05 茄苳國小 茄苳飛翔隊 張正韋 黃丞睿 3 B05 富岡國小 拉亞漢堡 彭柏瑞 饒展元 2

A06 上大國小 雄鷹二人組 溫承泰 涂君輔 5 B06 后厝國小 航向宇宙 郭祐均 呂昱銘 3

A07 青溪國小 神鷹霸王 張鈞翔 楊芮橙 6 B07 后厝國小 我要當滯空王 鍾竣晏 趙冠竑 1

A08 青溪國小 King 簡怡臻 陳柏儒 5 B08 后厝國小 航向冠軍 羅潔茹 張倩瑜 1

A09 青溪國小 天外奇機 郭祐嘉 魏世瑄 3 B09 龍山國小 絕對OK隊 林億城 朱冠宇 2

A10 青溪國小 雷鳥 馮秉軍 林愉健 3 B10 龍山國小 飛機箭隊 陳裕鎧 邱筱茵 2

A11 青溪國小 筋斗雲 劉秝豪 簡柏瑞 5 B11 龍山國小 一鳴驚人隊 陳元喆 曾瑋傑 2

A12 青溪國小 飛炫 楊宸睿 陳珞昕 6 B12 楊心國小 獵鷹隊 蘇士輔 巫明杰 4

A13 大成國小 超音速隊 李翊豊 陳建文 4 B13 楊心國小 宇宙馬赫 陳開揚 佘旻勳 5

A14 大成國小 老鷹隊 莊晉揚 鮑享俊 2 B14 青溪國小 遨翔天馬 張鈞翔 楊芮橙 3

A15 中原國小 無敵中原(迴旋計分賽) 趙堉安 周俊丞 6 B15 青溪國小 五環飛旋 翁子翔 宋依庭 1

A16 中原國小 中原飛翔(迴旋計分賽) 林炘樟 羅詩妘 4 B16 青溪國小 展翅滯空 翁子翔 宋依庭 2

A17 中原國小 中原飛旋(迴旋計分賽) 許庭瑞 蔡詠欣 4 B17 中正國小 荷米斯 簡煒宸 簡上傑 4

A18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A ) 張立歆 王柏勝 1 B18 青溪國小 ACE 陳柏儒 簡怡臻 2

A19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B) 黃苡瑄 姜靜 5 B19 青溪國小 夢幻奇機 郭祐嘉 魏世瑄 6

A20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C) 李竑杰 李昆鴻 1 B20 青溪國小 雷鳥 馮秉軍 林愉健 6

A21 自強國小 科學小飛俠 黃冠倫 蘇宣純 1 B21 青溪國小 飛龍在天 劉秝豪 簡柏瑞 2

A22 自強國小 飛龍在天 金軒宇 許源強 6 B22 青溪國小 來自地球的飛機 楊宸睿 陳珞昕 3

A23 大湖國小 白鷹 張婷妤 侯聖祐 5 B23 埔心國小 智慧雙人組 方韋智 吳煜貴 3

A24 大湖國小 大湖SU N 森浩男 賴依婕 5 B24 中原國小 無敵中原(滯空計時賽) 趙堉安 周俊丞 3

A25 建國國小 飛常行 謝程安 林冠廷 1 B25 中原國小 中原飛翔(滯空計時賽) 林炘樟 羅詩妘 1

A26 大湖國小 飛翔 林新恩 呂偲瑜 5 B26 大成國小 飛翔隊 陳柏叡 游凱文 6

A27 福安國小 飛福中隊 游雅音 鄭絲予 4 B27 中原國小 中原飛旋(滯空計時賽) 許庭瑞 蔡詠欣 1

A28 福安國小 飛福中隊2 江軍 陳芃蓁 2 B28 大成國小 天空之神 隊 劉宥恩 尹俊澤 4

A29 大業國小 Da Ye 1 梁智翔 徐英凱 1 B29 大成國小 魚狗隊 黃彥凱 韓宗錡 6

A30 南美國小 軍艦鳥1隊 廖伯宸 鄭丞佑 1 B30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A ) 李竑杰 王柏勝 4

A31 南美國小 黑鳶 黃柏儒 李後勳 3 B31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B) 李昆鴻 戴楷哲 4

A32 南美國小 大冠鷲 林奕宏 陳涵文 4 B32 青埔國小 青埔503 洪楷量 凃懿庭 5

A33 南美國小 軍艦鳥2隊 冼廷翰 王呈熙 4 B33 青埔國小 青埔航空隊1 謝鴻武 林鴻恩 4

A34 大業國小 Da Ye One 韋昕翔 蔡禮安 1 B34 青埔國小 青埔航空隊2 謝昱智 吳柏璋 3

A35 仁和國小 仁和鷹隊 陳柏丞 邱彥翔 4 B35 大湖國小 白鷹 張婷妤 侯聖祐 2

A36 仁和國小 仁和隼隊 劉德鈞 林稚翔 3 B36 大湖國小 大湖SU N 森浩男 賴依婕 2

A37 仁和國小 仁和鴞隊 江承郁 王淳昊 1 B37 建國國小 飛常行 謝程安 林冠廷 4

A38 瑞豐國小 完美落地 張銘翔 張致源 3 B38 大湖國小 飛翔 林新恩 呂偲瑜 2

A39 同安國小 翔鳳隊 王羽辰 廖子儀 1 B39 西門國小 空中飛舞 李宗燁 徐暐喆 5

A40 同安國小 飛凰隊 簡麟懿 陳郁阡 3 B40 南美國小 軍艦鳥1隊 廖伯宸 鄭丞佑 4

A41 幸福國小 幸福飛行 江亞芯 蔡立揚 1 B41 南美國小 黑鳶 黃柏儒 李後勳 6

A42 大園國小 大園A 楊翔吉 蘇健安 1 B42 大業國小 Da Ye One 韋昕翔 蔡禮安 4

A43 大園國小 大園B 徐安妮 游凱甯 5 B43 南美國小 大冠鷲 林奕宏 陳涵文 1

A44 福安國小 福氣中隊 李承軒 陳語賢 3 B44 南美國小 軍艦鳥2隊 冼廷翰 王呈熙 1

A45 福安國小 大福領先隊 羅梓宸 黃立嘉 2 B45 大業國小 Da Ye 1 梁智翔 徐英凱 4

A46 福安國小 福氣平安隊 黃睿誠 徐晉和 4 B46 高榮國小 搞什麼飛機 黎維辰 張渭山 6

A47 福安國小 福氣到 黃瑋聖 楊承穎 6 B47 慈文國小 萊特兄弟 戴宏宇 劉庭瑋 3

A48 楊明國小 我愛中華隊 張文栩 莊家凱 6 B48 瑞豐國小 升空高飛 彭翊睿 陸宇辰 4

A49 大湖國小 亂飛 林巧 謝嘉悅 6 B49 北湖國小 一飛沖天 葉欲弘 張惠茹 5

A50 大忠國小 帥氣雙人組 吳祥廷 范哲瑋 2 B50 北湖國小 斌德隊 曾城斌 鄭大德 3

A51 大忠國小 最後贏家 簡子宸 朱延凱 2 B51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一隊 陳柏詠 林承逸 5

A52 大忠國小 完美落地 賴冠廷 張博堯 2 B52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二隊 魏廣誠 徐士竣 6

A53 大忠國小 夢想高飛 林珞榆 賴姿郁 6 B53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三隊 林孟弦 張弘昇 3

A54 大忠國小 黃金左右手 廖孟緯 許崇堂 6 B54 興國國小 飛高高 林易翰 蕭  遙 4

A55 大忠國小 仰望之星 許晉誠 喬俊宸 2 B55 同安國小 飛龍隊 尤睿杰 張君瑋 6

A56 楊明國小 小飛俠 范振敏 周芳緯 2 B56 同安國小 天鷹隊 米昕 王佑綸 6

A57 信義國小 凱瑞隊 許鈞絜 吳詠宸 1 B57 同安國小 靈鷲隊 黃俊翔 張睿承 5

A58 信義國小 王牌隊 廖翊凱 邱彥澄 5 B58 笨港國小 墜機隊 李俊億 范晁賓 2

A59 信義國小 閃電老虎隊 許峰翊 莊臆儒 1 B59 笨港國小 迴旋隊 簡佑宸 周震緯 5

A60 埔頂國小 翔駿隊 謝雲翔 羅文駿 5 B60 大園國小 大園A 楊翔吉 蘇健安 4

A61 草漯國小 超神隊 邱智煊 羅柏迦 6 B61 大園國小 大園B 徐安妮 游凱甯 2

A62 草漯國小 小龍隊 許睿軒 王佑丞 2 B62 楊明國小 我愛中華隊 張文栩 莊家凱 3

A63 草漯國小 炫風隊 許智崴 林沁渝 2 B63 大湖國小 亂飛 林巧 謝嘉悅 3

A64 草漯國小 紙機王 許畯凱 李禹臻 6 B64 大忠國小 神神隊 劉昱佑 王逸家 4

A65 龍潭國小 姐是神人隊 郭祐丞 尹婉蓁 5 B65 大忠國小 空軍陸戰隊 謝坤霖 曾鈺軒 3

A66 龍潭國小 宅男隊 彭仁宏 邱靖翔 4 B66 大忠國小 帥氣雙人組 吳祥廷 范哲瑋 5

A67 龍潭國小 滿分隊 王建淇 俞仲臨 2 B67 大忠國小 最後贏家 簡子宸 朱延凱 5

A68 草漯國小 魔鬼終結者 黃柏霖 張宇辰 4 B68 大忠國小 完美落地 賴冠廷 張博堯 5

A69 文華國小 文華飛行隊 林峻賢 謝東虔 5 B69 大忠國小 夢想高飛 林珞榆 賴姿郁 3

A70 文華國小 閃電狼 許詠喨 吳昕妤 5 B70 大忠國小 黃金左右手 廖孟緯 許崇堂 3

A71 草漯國小 全員加速 鍾恩昕 鄔政宏 4 B71 大忠國小 仰望之星 許晉誠 喬俊宸 5

A72 草漯國小 翱翔天空 莊弈昇 盧俊廷 3 B72 楊明國小 小飛俠 范振敏 周芳緯 5

A73 草漯國小 萊特兄弟 廖俊丞 林祥安 5 B73 信義國小 太空戰士隊 羅孝祖 邱韶風 1

A74 草漯國小 泰福隊 王元瑋 李佳倫 2 B74 信義國小 雷包隊 徐睿謙 莊祿國 2

A75 草漯國小 衝鋒勝利隊 李承憲 楊承羲 3 B75 信義國小 凱瑞隊 許鈞絜 吳詠宸 4

國小組創意迴旋計分賽參賽隊伍梯次表 國小組滯空飛行計時賽參賽隊伍梯次表



A76 草漯國小 暴龍隊 李宣衡 盧和昱 4 B76 信義國小 閃電老虎隊 許峰翊 莊臆儒 4

A77 長庚國小 瘋狂亂射隊 許肇邦 陳芊蓁 4 B77 草漯國小 超神隊 邱智煊 羅柏迦 3

A78 新坡國小 晴空少女隊 葉雲慧 吳靜婷 6 B78 草漯國小 小龍隊 許睿軒 王佑丞 5

A79 新坡國小 飛行疣豬隊 游凱傑 朱崇瑋 4 B79 草漯國小 炫風隊 許智崴 林沁渝 5

A80 霄裡國小 飛往天空 盧李維 陳梓鏇 4 B80 草漯國小 紙機王 許畯凱 李禹臻 3

A81 霄裡國小 夢想起航 曾冠維 盧本昌 4 B81 龍潭國小 姐是神人隊 郭祐丞 尹婉蓁 2

A82 龍星國小 一路順風隊 葉柏廷 韓承叡 6 B82 龍潭國小 宅男隊 彭仁宏 邱靖翔 1

A83 龍星國小 使命必達隊 林廷峰 鍾文禓 3 B83 龍潭國小 滿分隊 王建淇 俞仲臨 5

A84 義興國小 飛高高隊 楊承熙 林軒得 5 B84 草漯國小 魔鬼終結者 黃柏霖 張宇辰 1

A85 大勇國小 ＂賴＂特兄弟 賴宥亘 賴宥丞 4 B85 文華國小 小飛俠 李承恩 簡嘉瑩 1

A86 三和國小 黑貓中隊 林合邑 張盛傑 5 B86 文華國小 十萬火急隊 蔡嘉恩 李知謙 3

A87 三和國小 山猴子隊 鍾雨昕 朱柏錡 6 B87 文華國小 熊熊烈火隊 黃梓銘 周秉翰 2

A88 三和國小 三和隊 呂紹祥 陳昱綸 6 B88 草漯國小 全員加速 鍾恩昕 鄔政宏 1

A89 中山國小 翔翔隊 王宥翔 黃承翰 1 B89 草漯國小 翱翔天空 莊弈昇 盧俊廷 6

A90 中山國小 必勝客隊 湛定軒 蘇楷博 2 B90 草漯國小 萊特兄弟 廖俊丞 林祥安 2

A91 中山國小 飛翔 楊鎧寧 邱柏翔 2 B91 草漯國小 泰福隊 王元瑋 李佳倫 5

A92 中山國小 少女飛翔隊 劉彥妤 高瑋婕 5 B92 草漯國小 衝鋒勝利隊 李承憲 楊承羲 6

A93 中山國小 紙飛機雙人組 李承恩 陳豊富 3 B93 草漯國小 暴龍隊 李宣衡 盧和昱 1

A94 中山國小 天下第一隊 馮宣諺 戴穎綸 3 B94 長庚國小 瘋狂亂射隊 許肇邦 陳芊秦 1

A95 中山國小 Kou  K ou Brother隊 徐唯祐 廖晨鈞 4 B95 新坡國小 圓夢隊 曾孟凱 林家誠 1

A96 中山國小 最強二人組 鄧宏洋 陳哲維 1 B96 新坡國小 快樂飛行隊 劉昀蓉 蕭亦絜 4

A97 中山國小 狂風暴雨隊 卓政安 游明諺 6 B97 霄裡國小 飛往天空 盧李維 陳梓鏇 1

A98 中山國小 團蒝隊 阮凱翔 江宥翔 3 B98 霄裡國小 夢想起航 曾冠維 盧本昌 1

A99 中山國小 獵人隊 薛宇宏 陳宇然 3 B99 龍星國小 飛翔隊 鄭丞祐 鍾國鈞 3

A100 中山國小 李星戰隊 林子傑 劉提安 3 B100 龍星國小 飛龍隊 李兆祐 盧顯彥 5

A101 中山國小 beach隊 劉益安 陳德叡 4 B101 大忠國小 蟋蟀會飛 鄧盛文 湯耕碩 4

A102 中山國小 哆啦A夢隊 游紹維 劉祐誠 2 B102 義興國小 飛高高隊 楊承熙 林軒得 2

A103 中山國小 藍天戰神隊 陳柏翰 林義軒 1 B103 大溪國小 創意達人 王凱勳 鄭子宸 4

A104 中山國小 旋風隊 溫柏瑜 林胤沛 5 B104 大溪國小 好奇小子 簡睿濬 黃政蒝 6

A105 中山國小 黑暗隊 陳兆新 魏銘倫 1 B105 大勇國小 勇闖顛峰 宋良策 李瑞哲 3

A106 中山國小 GP幻空隊 蘇翊嘉 許宸宏 3 B106 三和國小 黑貓中隊 林合邑 張盛傑 2

A107 中山國小 M P烽火狼隊 洪榕駿 吳育誠 1 B107 三和國小 山猴子隊 鍾雨昕 朱柏錡 3

A108 五權國小 一飛衝天 呂宗祐 吳翊宇 2 B108 三和國小 三和隊 呂紹祥 陳昱綸 3

A109 忠貞國小 小王子 黃幼芹 黃以芊 3 B109 中山國小 翔翔隊 王宥翔 黃承翰 4

A110 忠貞國小 閃電隊 馬宏睿 張晉愷 2 B110 中山國小 必勝客隊 湛定軒 蘇楷博 5

A111 忠貞國小 雷神隊 鄒旻鈞 熊立杭 2 B111 中山國小 飛翔 楊鎧寧 邱柏翔 5

A112 忠貞國小 阿波羅11號 謝語珊 楊雯婷 5 B112 中山國小 少女飛翔隊 劉彥妤 高瑋婕 2

A113 忠貞國小 奇蹟隊 劉陳安 張芯瑜 1 B113 中山國小 紙飛機雙人組 李承恩 陳豊富 6

A114 忠貞國小 艾克瑞 張倖慈 謝子柔 6 B114 中山國小 天下第一隊 馮宣諺 戴穎綸 6

A115 忠貞國小 Proud 翁捷 李采怡 4 B115 中山國小 Kou  K ou Brother隊 徐唯祐 廖晨鈞 1

A116 忠貞國小 哈味隊 王瀚強 李奕錝 6 B116 中山國小 最強二人組 鄧宏洋 陳哲維 4

B117 中山國小 狂風暴雨隊 卓政安 游明諺 3

B118 中山國小 團蒝隊 阮凱翔 江宥翔 6

B119 中山國小 獵人隊 薛宇宏 陳宇然 6

B120 中山國小 李星戰隊 林子傑 劉提安 6

B121 中山國小 beach隊 劉益安 陳德叡 1

B122 中山國小 哆啦A夢隊 游紹維 劉祐誠 5

B123 中山國小 藍天戰神隊 陳柏翰 林義軒 4

B124 中山國小 旋風隊 溫柏瑜 林胤沛 2

B125 中山國小 黑暗隊 陳兆新 魏銘倫 4

B126 中山國小 GP幻空隊 蘇翊嘉 許宸宏 6

B127 中山國小 M P烽火狼隊 洪榕駿 吳育誠 4

B128 五權國小 一飛衝天 呂宗祐 吳翊宇 5

B129 溪海國小 蒲公英 陳致洧 劉澤勛 4

B130 溪海國小 幸運草 張至中 謝佳穎 5

B131 五權國小 夢想飛翔 游家荃 張哲嘉 2

B132 忠貞國小 春日部防衛隊 王雋霆 林昱宏 1

B133 忠貞國小 神風特攻隊 朱修傑 柯舜凱 2

B134 忠貞國小 黑蝙蝠中隊 謝明宇 吳嘉城 3

B135 忠貞國小 諾曼第登陸 劉詠常 謝宜軒 6

B136 忠貞國小 企鵝不會飛 謝語珊 楊凱盛 2

B137 溪海國小 夢想飛行船 陳雨婕 劉芯妤 5



參賽梯次 參賽序位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參賽序位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1 1 A59 信義國小 閃電老虎隊 許峰翊 莊臆儒 1 1 B85 文華國小 小飛俠 李承恩 簡嘉瑩

1 2 A29 大業國小 Da Ye 1 梁智翔 徐英凱 1 2 B07 后厝國小 我要當滯空王 鍾竣晏 趙冠竑

1 3 A21 自強國小 科學小飛俠 黃冠倫 蘇宣純 1 3 B73 信義國小 太空戰士隊 羅孝祖 邱韶風

1 4 A89 中山國小 翔翔隊 王宥翔 黃承翰 1 4 B98 霄裡國小 夢想起航 曾冠維 盧本昌

1 5 A18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A ) 張立歆 王柏勝 1 5 B82 龍潭國小 宅男隊 彭仁宏 邱靖翔

1 6 A57 信義國小 凱瑞隊 許鈞絜 吳詠宸 1 6 B15 青溪國小 五環飛旋 翁子翔 宋依庭

1 7 A39 同安國小 翔鳳隊 王羽辰 廖子儀 1 7 B84 草漯國小 魔鬼終結者 黃柏霖 張宇辰

1 8 A25 建國國小 飛常行 謝程安 林冠廷 1 8 B04 富岡國小 雷霆 孫正豪 蔡宏杰

1 9 A113 忠貞國小 奇蹟隊 劉陳安 張芯瑜 1 9 B08 后厝國小 航向冠軍 羅潔茹 張倩瑜

1 10 A01 廣興國小 廣興隊 王宗翔 賴妤綺 1 10 B97 霄裡國小 飛往天空 盧李維 陳梓鏇

1 11 A34 大業國小 Da Ye One 韋昕翔 蔡禮安 1 11 B01 菓林國小 誰「宇」爭「峰」 陳宥宇 羅志峰

1 12 A37 仁和國小 仁和鴞隊 江承郁 王淳昊 1 12 B25 中原國小 中原飛翔(滯空計時賽) 林炘樟 羅詩妘

1 13 A103 中山國小 藍天戰神隊 陳柏翰 林義軒 1 13 B115 中山國小 Kou  K ou Brother隊 徐唯祐 廖晨鈞

1 14 A42 大園國小 大園A 楊翔吉 蘇健安 1 14 B121 中山國小 beach隊 劉益安 陳德叡

1 15 A41 幸福國小 幸福飛行 江亞芯 蔡立揚 1 15 B27 中原國小 中原飛旋(滯空計時賽) 許庭瑞 蔡詠欣

1 16 A96 中山國小 最強二人組 鄧宏洋 陳哲維 1 16 B132 忠貞國小 春日部防衛隊 王雋霆 林昱宏

1 17 A20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C) 李竑杰 李昆鴻 1 17 B93 草漯國小 暴龍隊 李宣衡 盧和昱

1 18 A107 中山國小 M P烽火狼隊 洪榕駿 吳育誠 1 18 B95 新坡國小 圓夢隊 曾孟凱 林家誠

1 19 A30 南美國小 軍艦鳥1隊 廖伯宸 鄭丞佑 1 19 B44 南美國小 軍艦鳥2隊 冼廷翰 王呈熙

1 20 A105 中山國小 黑暗隊 陳兆新 魏銘倫 1 20 B94 長庚國小 瘋狂亂射隊 許肇邦 陳芊秦

2 1 A63 草漯國小 炫風隊 許智崴 林沁渝 1 21 B88 草漯國小 全員加速 鍾恩昕 鄔政宏

2 2 A110 忠貞國小 閃電隊 馬宏睿 張晉愷 1 22 B43 南美國小 大冠鷲 林奕宏 陳涵文

2 3 A102 中山國小 哆啦A夢隊 游紹維 劉祐誠 2 1 B131 五權國小 夢想飛翔 游家荃 張哲嘉

2 4 A56 楊明國小 小飛俠 范振敏 周芳緯 2 2 B133 忠貞國小 神風特攻隊 朱修傑 柯舜凱

2 5 A108 五權國小 一飛衝天 呂宗祐 吳翊宇 2 3 B18 青溪國小 ACE 陳柏儒 簡怡臻

2 6 A90 中山國小 必勝客隊 湛定軒 蘇楷博 2 4 B102 義興國小 飛高高隊 楊承熙 林軒得

2 7 A55 大忠國小 仰望之星 許晉誠 喬俊宸 2 5 B87 文華國小 熊熊烈火隊 黃梓銘 周秉翰

2 8 A28 福安國小 飛福中隊2 江軍 陳芃蓁 2 6 B05 富岡國小 拉亞漢堡 彭柏瑞 饒展元

2 9 A51 大忠國小 最後贏家 簡子宸 朱延凱 2 7 B16 青溪國小 展翅滯空 翁子翔 宋依庭

2 10 A50 大忠國小 帥氣雙人組 吳祥廷 范哲瑋 2 8 B106 三和國小 黑貓中隊 林合邑 張盛傑

2 11 A67 龍潭國小 滿分隊 王建淇 俞仲臨 2 9 B136 忠貞國小 企鵝不會飛 謝語珊 楊凱盛

2 12 A111 忠貞國小 雷神隊 鄒旻鈞 熊立杭 2 10 B10 龍山國小 飛機箭隊 陳裕鎧 邱筱茵

2 13 A62 草漯國小 小龍隊 許睿軒 王佑丞 2 11 B81 龍潭國小 姐是神人隊 郭祐丞 尹婉蓁

2 14 A02 茄苳國小 茄苳隊 許仕叡 詹文淵 2 12 B112 中山國小 少女飛翔隊 劉彥妤 高瑋婕

2 15 A91 中山國小 飛翔 楊鎧寧 邱柏翔 2 13 B61 大園國小 大園B 徐安妮 游凱甯

2 16 A52 大忠國小 完美落地 賴冠廷 張博堯 2 14 B58 笨港國小 墜機隊 李俊億 范晁賓

2 17 A74 草漯國小 泰福隊 王元瑋 李佳倫 2 15 B36 大湖國小 大湖SU N 森浩男 賴依婕

2 18 A45 福安國小 大福領先隊 羅梓宸 黃立嘉 2 16 B124 中山國小 旋風隊 溫柏瑜 林胤沛

2 19 A14 大成國小 老鷹隊 莊晉揚 鮑享俊 2 17 B38 大湖國小 飛翔 林新恩 呂偲瑜

3 1 A09 青溪國小 天外奇機 郭祐嘉 魏世瑄 2 18 B09 龍山國小 絕對OK隊 林億城 朱冠宇

3 2 A72 草漯國小 翱翔天空 莊弈昇 盧俊廷 2 19 B74 信義國小 雷包隊 徐睿謙 莊祿國

3 3 A38 瑞豐國小 完美落地 張銘翔 張致源 2 20 B11 龍山國小 一鳴驚人隊 陳元喆 曾瑋傑

3 4 A98 中山國小 團蒝隊 阮凱翔 江宥翔 2 21 B02 上大國小 永勝雙人組 邱錦瀚 陳永霖

3 5 A109 忠貞國小 小王子 黃幼芹 黃以芊 2 22 B21 青溪國小 飛龍在天 劉秝豪 簡柏瑞

3 6 A99 中山國小 獵人隊 薛宇宏 陳宇然 2 23 B35 大湖國小 白鷹 張婷妤 侯聖祐

3 7 A75 草漯國小 衝鋒勝利隊 李承憲 楊承羲 2 24 B90 草漯國小 萊特兄弟 廖俊丞 林祥安

3 8 A44 福安國小 福氣中隊 李承軒 陳語賢 3 1 B105 大勇國小 勇闖顛峰 宋良策 李瑞哲

3 9 A10 青溪國小 雷鳥 馮秉軍 林愉健 3 2 B134 忠貞國小 黑蝙蝠中隊 謝明宇 吳嘉城

3 10 A106 中山國小 GP幻空隊 蘇翊嘉 許宸宏 3 3 B24 中原國小 無敵中原(滯空計時賽) 趙堉安 周俊丞

3 11 A94 中山國小 天下第一隊 馮宣諺 戴穎綸 3 4 B47 慈文國小 萊特兄弟 戴宏宇 劉庭瑋

3 12 A04 富台國小 夢想起飛 陳建寰 張凱傑 3 5 B50 北湖國小 斌德隊 曾城斌 鄭大德

3 13 A31 南美國小 黑鳶 黃柏儒 李後勳 3 6 B117 中山國小 狂風暴雨隊 卓政安 游明諺

3 14 A100 中山國小 李星戰隊 林子傑 劉提安 3 7 B53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三隊 林孟弦 張弘昇

3 15 A93 中山國小 紙飛機雙人組 李承恩 陳豊富 3 8 B69 大忠國小 夢想高飛 林珞榆 賴姿郁

3 16 A05 茄苳國小 茄苳飛翔隊 張正韋 黃丞睿 3 9 B77 草漯國小 超神隊 邱智煊 羅柏迦

3 17 A40 同安國小 飛凰隊 簡麟懿 陳郁阡 3 10 B65 大忠國小 空軍陸戰隊 謝坤霖 曾鈺軒

3 18 A83 龍星國小 使命必達隊 林廷峰 鍾文禓 3 11 B06 后厝國小 航向宇宙 郭祐均 呂昱銘

3 19 A36 仁和國小 仁和隼隊 劉德鈞 林稚翔 3 12 B99 龍星國小 飛翔隊 鄭丞祐 鍾國鈞

4 1 A68 草漯國小 魔鬼終結者 黃柏霖 張宇辰 3 13 B108 三和國小 三和隊 呂紹祥 陳昱綸

4 2 A76 草漯國小 暴龍隊 李宣衡 盧和昱 3 14 B23 埔心國小 智慧雙人組 方韋智 吳煜貴

4 3 A35 仁和國小 仁和鷹隊 陳柏丞 邱彥翔 3 15 B63 大湖國小 亂飛 林巧 謝嘉悅

4 4 A46 福安國小 福氣平安隊 黃睿誠 徐晉和 3 16 B80 草漯國小 紙機王 許畯凱 李禹臻

4 5 A115 忠貞國小 Proud 翁捷 李采怡 3 17 B34 青埔國小 青埔航空隊2 謝昱智 吳柏璋

4 6 A77 長庚國小 瘋狂亂射隊 許肇邦 陳芊蓁 3 18 B107 三和國小 山猴子隊 鍾雨昕 朱柏錡

4 7 A66 龍潭國小 宅男隊 彭仁宏 邱靖翔 3 19 B14 青溪國小 遨翔天馬 張鈞翔 楊芮橙

4 8 A17 中原國小 中原飛旋(迴旋計分賽) 許庭瑞 蔡詠欣 3 20 B70 大忠國小 黃金左右手 廖孟緯 許崇堂

4 9 A71 草漯國小 全員加速 鍾恩昕 鄔政宏 3 21 B62 楊明國小 我愛中華隊 張文栩 莊家凱

4 10 A27 福安國小 飛福中隊 游雅音 鄭絲予 3 22 B22 青溪國小 來自地球的飛機 楊宸睿 陳珞昕

4 11 A101 中山國小 beach隊 劉益安 陳德叡 3 23 B86 文華國小 十萬火急隊 蔡嘉恩 李知謙

4 12 A79 新坡國小 飛行疣豬隊 游凱傑 朱崇瑋 4 1 B45 大業國小 Da Ye 1 梁智翔 徐英凱

4 13 A13 大成國小 超音速隊 李翊豊 陳建文 4 2 B109 中山國小 翔翔隊 王宥翔 黃承翰

4 14 A80 霄裡國小 飛往天空 盧李維 陳梓鏇 4 3 B125 中山國小 黑暗隊 陳兆新 魏銘倫

4 15 A16 中原國小 中原飛翔(迴旋計分賽) 林炘樟 羅詩妘 4 4 B60 大園國小 大園A 楊翔吉 蘇健安

4 16 A85 大勇國小 ＂賴＂特兄弟 賴宥亘 賴宥丞 4 5 B123 中山國小 藍天戰神隊 陳柏翰 林義軒

4 17 A33 南美國小 軍艦鳥2隊 冼廷翰 王呈熙 4 6 B103 大溪國小 創意達人 王凱勳 鄭子宸

4 18 A95 中山國小 Kou  K ou Brother隊 徐唯祐 廖晨鈞 4 7 B31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B) 李昆鴻 戴楷哲

4 19 A32 南美國小 大冠鷲 林奕宏 陳涵文 4 8 B64 大忠國小 神神隊 劉昱佑 王逸家

4 20 A81 霄裡國小 夢想起航 曾冠維 盧本昌 4 9 B101 大忠國小 蟋蟀會飛 鄧盛文 湯耕碩

5 1 A58 信義國小 王牌隊 廖翊凱 邱彥澄 4 10 B28 大成國小 天空之神 隊 劉宥恩 尹俊澤

5 2 A65 龍潭國小 姐是神人隊 郭祐丞 尹婉蓁 4 11 B17 中正國小 荷米斯 簡煒宸 簡上傑

5 3 A43 大園國小 大園B 徐安妮 游凱甯 4 12 B54 興國國小 飛高高 林易翰 蕭  遙

5 4 A84 義興國小 飛高高隊 楊承熙 林軒得 4 13 B116 中山國小 最強二人組 鄧宏洋 陳哲維

5 5 A86 三和國小 黑貓中隊 林合邑 張盛傑 4 14 B127 中山國小 M P烽火狼隊 洪榕駿 吳育誠

國小組創意迴旋計分賽參賽隊伍梯次序位表 國小組滯空飛行計時賽參賽隊伍梯次序位表



5 6 A06 上大國小 雄鷹二人組 溫承泰 涂君輔 4 15 B40 南美國小 軍艦鳥1隊 廖伯宸 鄭丞佑

5 7 A104 中山國小 旋風隊 溫柏瑜 林胤沛 4 16 B75 信義國小 凱瑞隊 許鈞絜 吳詠宸

5 8 A03 上大國小 永勝雙人組 邱錦瀚 陳永霖 4 17 B12 楊心國小 獵鷹隊 蘇士輔 巫明杰

5 9 A60 埔頂國小 翔駿隊 謝雲翔 羅文駿 4 18 B42 大業國小 Da Ye One 韋昕翔 蔡禮安

5 10 A24 大湖國小 大湖SU N 森浩男 賴依婕 4 19 B33 青埔國小 青埔航空隊1 謝鴻武 林鴻恩

5 11 A112 忠貞國小 阿波羅11號 謝語珊 楊雯婷 4 20 B76 信義國小 閃電老虎隊 許峰翊 莊臆儒

5 12 A11 青溪國小 筋斗雲 劉秝豪 簡柏瑞 4 21 B48 瑞豐國小 升空高飛 彭翊睿 陸宇辰

5 13 A23 大湖國小 白鷹 張婷妤 侯聖祐 4 22 B37 建國國小 飛常行 謝程安 林冠廷

5 14 A70 文華國小 閃電狼 許詠喨 吳昕妤 4 23 B96 新坡國小 快樂飛行隊 劉昀蓉 蕭亦絜

5 15 A26 大湖國小 飛翔 林新恩 呂偲瑜 4 24 B129 溪海國小 蒲公英 陳致洧 劉澤勛

5 16 A73 草漯國小 萊特兄弟 廖俊丞 林祥安 4 25 B30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A ) 李竑杰 王柏勝

5 17 A08 青溪國小 King 簡怡臻 陳柏儒 5 1 B122 中山國小 哆啦A夢隊 游紹維 劉祐誠

5 18 A69 文華國小 文華飛行隊 林峻賢 謝東虔 5 2 B49 北湖國小 一飛沖天 葉欲弘 張惠茹

5 19 A19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B) 黃苡瑄 姜靜 5 3 B13 楊心國小 宇宙馬赫 陳開揚 佘旻勳

5 20 A92 中山國小 少女飛翔隊 劉彥妤 高瑋婕 5 4 B39 西門國小 空中飛舞 李宗燁 徐暐喆

6 1 A87 三和國小 山猴子隊 鍾雨昕 朱柏錡 5 5 B130 溪海國小 幸運草 張至中 謝佳穎

6 2 A97 中山國小 狂風暴雨隊 卓政安 游明諺 5 6 B71 大忠國小 仰望之星 許晉誠 喬俊宸

6 3 A64 草漯國小 紙機王 許畯凱 李禹臻 5 7 B59 笨港國小 迴旋隊 簡佑宸 周震緯

6 4 A116 忠貞國小 哈味隊 王瀚強 李奕錝 5 8 B68 大忠國小 完美落地 賴冠廷 張博堯

6 5 A07 青溪國小 神鷹霸王 張鈞翔 楊芮橙 5 9 B67 大忠國小 最後贏家 簡子宸 朱延凱

6 6 A12 青溪國小 飛炫 楊宸睿 陳珞昕 5 10 B78 草漯國小 小龍隊 許睿軒 王佑丞

6 7 A22 自強國小 飛龍在天 金軒宇 許源強 5 11 B83 龍潭國小 滿分隊 王建淇 俞仲臨

6 8 A78 新坡國小 晴空少女隊 葉雲慧 吳靜婷 5 12 B32 青埔國小 青埔503 洪楷量 凃懿庭

6 9 A54 大忠國小 黃金左右手 廖孟緯 許崇堂 5 13 B57 同安國小 靈鷲隊 黃俊翔 張睿承

6 10 A47 福安國小 福氣到 黃瑋聖 楊承穎 5 14 B79 草漯國小 炫風隊 許智崴 林沁渝

6 11 A82 龍星國小 一路順風隊 葉柏廷 韓承叡 5 15 B51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一隊 陳柏詠 林承逸

6 12 A53 大忠國小 夢想高飛 林珞榆 賴姿郁 5 16 B66 大忠國小 帥氣雙人組 吳祥廷 范哲瑋

6 13 A88 三和國小 三和隊 呂紹祥 陳昱綸 5 17 B72 楊明國小 小飛俠 范振敏 周芳緯

6 14 A49 大湖國小 亂飛 林巧 謝嘉悅 5 18 B137 溪海國小 夢想飛行船 陳雨婕 劉芯妤

6 15 A15 中原國小 無敵中原(迴旋計分賽) 趙堉安 周俊丞 5 19 B110 中山國小 必勝客隊 湛定軒 蘇楷博

6 16 A48 楊明國小 我愛中華隊 張文栩 莊家凱 5 20 B128 五權國小 一飛衝天 呂宗祐 吳翊宇

6 17 A61 草漯國小 超神隊 邱智煊 羅柏迦 5 21 B111 中山國小 飛翔 楊鎧寧 邱柏翔

6 18 A114 忠貞國小 艾克瑞 張倖慈 謝子柔 5 22 B100 龍星國小 飛龍隊 李兆祐 盧顯彥

5 23 B91 草漯國小 泰福隊 王元瑋 李佳倫

6 1 B41 南美國小 黑鳶 黃柏儒 李後勳

6 2 B55 同安國小 飛龍隊 尤睿杰 張君瑋

6 3 B56 同安國小 天鷹隊 米昕 王佑綸

6 4 B52 大竹國小 大竹高飛二隊 魏廣誠 徐士竣

6 5 B19 青溪國小 夢幻奇機 郭祐嘉 魏世瑄

6 6 B20 青溪國小 雷鳥 馮秉軍 林愉健

6 7 B46 高榮國小 搞什麼飛機 黎維辰 張渭山

6 8 B03 富台國小 夢想起飛 陳建寰 張凱傑

6 9 B119 中山國小 獵人隊 薛宇宏 陳宇然

6 10 B29 大成國小 魚狗隊 黃彥凱 韓宗錡

6 11 B120 中山國小 李星戰隊 林子傑 劉提安

6 12 B113 中山國小 紙飛機雙人組 李承恩 陳豊富

6 13 B118 中山國小 團蒝隊 阮凱翔 江宥翔

6 14 B92 草漯國小 衝鋒勝利隊 李承憲 楊承羲

6 15 B26 大成國小 飛翔隊 陳柏叡 游凱文

6 16 B126 中山國小 GP幻空隊 蘇翊嘉 許宸宏

6 17 B135 忠貞國小 諾曼第登陸 劉詠常 謝宜軒

6 18 B104 大溪國小 好奇小子 簡睿濬 黃政蒝

6 19 B114 中山國小 天下第一隊 馮宣諺 戴穎綸

6 20 B89 草漯國小 翱翔天空 莊弈昇 盧俊廷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C01 興南國中 興翔事成 李蕭安 蔣明軒 2 D01 興南國中 興翔事成 李蕭安 蔣明軒 5

C02 經國國中 極速飄移 彭韋翰 林廷宇 5 D02 光明國中 714夢想起飛 華令威 徐嘉佑 1

C03 經國國中 輕鬆飛 劉冠妤 丁千娜 2 D03 光明國中 庭傑彗星 洪貫庭 鄭允傑 4

C04 光明國中 714夢想起飛 華令威 徐嘉佑 4 D04 光明國中 叫我神人 洪靖豐 方柏翔 2

C05 光明國中 庭傑彗星 洪貫庭 鄭允傑 1 D05 文昌國中 文昌第Yee小隊 陳騏樺 莊政寰 4

C06 光明國中 叫我神人 洪靖豐 方柏翔 5 D06 光明國中 飛行計畫 林柏賢 李政翔 2

C07 文昌國中 光明會 陳騏樺 張晏綸 1 D07 光明國中 L.T的紙飛機 劉秉恆 陳姿璇 1

C08 光明國中 飛行計畫 林柏賢 李政翔 5 D08 六和國中 桃園暗殺星 李勝堯 胡誌遠 3

C09 光明國中 L.T的紙飛機 劉秉恆 陳姿璇 4 D09 六和國中 207隊 鄭博文 熊浩暄 6

C10 六和國中 桃園暗殺星 李勝堯 胡誌遠 6 D10 六和國中 逗哥隊 葉晉瑋 鄧增祐 3

C11 六和國中 207隊 鄭博文 熊浩暄 3 D11 六和國中 逗逗先生隊 江明修 陳雋凱 4

C12 六和國中 逗哥隊 葉晉瑋 鄧增祐 6 D12 龍興國中 雁翔隊 曾三郎 汪詮勝 4

C13 六和國中 逗逗先生隊 江明修 陳雋凱 1 D13 振聲高中國中部 二頭雞戰隊 蔡子婕 陳莉蓁 3

C14 振聲高中國中部 二頭雞戰隊 蔡子婕 陳莉蓁 6 D14 振聲高中國中部 一路順風 沈睿杰 蔡皓程 1

C15 振聲高中國中部 一路順風 沈睿杰 菜皓程 4 D15 振聲高中國中部 坦克犀牛隊 林宸樂 尹柏寓 6

C16 振聲高中國中部 坦克犀牛隊 林宸樂 尹柏寓 3 D16 振聲高中國中部 懷特隊 曹懷軒 潘昱安 1

C17 振聲高中國中部 懷特隊 曹懷軒 潘昱安 4 D17 石門國中 『石』在會飛 郭乃瑜 蘇逸安 5

C18 石門國中 『石』在會飛 郭乃瑜 蘇逸安 2 D18 六和國中 黎明飛箭 許芳瑜 龐逸傑 5

C19 過嶺國中 領航A 邱柏鈞 林維義 2 D19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 袁倫鈞 陳宗林 2

C20 過嶺國中 領航B 袁倫鈞 陳宗林 5 D20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C 林於彥 謝歸一 1

C21 過嶺國中 大英雄天團 林達遠 胡元鈞 5 D21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D 張詠軒 吳政違 6

C22 過嶺國中 我們一出門就 邱繼維 張琨揚 5 D22 光明國中 無名氏 黃學謙 王新捷 5

C23 過嶺國中 領航C 林於彥 謝歸一 4 D23 光明國中 戰鬥機特攻隊 白宜真 謝佳縉 5

C24 過嶺國中 領航D 張詠軒 吳政違 3 D24 過嶺國中 過嶺大英雄天團 林達遠 胡元鈞 2

C25 過嶺國中 我愛紙飛機 劉育嘉 姚志憲 3 D25 過嶺國中 過嶺一出門就高飛 邱繼維 張琨揚 2

C26 過嶺國中 好棒棒 蔡和晏 高丞俊 3 D26 過嶺國中 過嶺雙獅 陳立蓁 陳怡琇 5

C27 六和國中 黎明飛箭 許芳瑜 龐逸傑 2 D27 過嶺國中 過嶺好棒棒 蔡和晏 高丞俊 6

C28 光明國中 無名氏 黃學謙 王新捷 2 D28 復旦中學國中部 f1 李和學 蘇品壎 6

C29 光明國中 戰鬥機特攻隊 白宜真 謝佳縉 2 D29 復旦中學國中部 f2 王坤智 邱智鴻 5

C30 過嶺國中 過嶺雙獅 陳立蓁 陳怡琇 2 D30 復旦中學國中部 f3 陳柏宇 許方誠 3

C31 復旦中學國中部 f5 沈立璿 李冠緯 3 D31 復旦中學國中部 f4 謝秉翰 鍾承翰 1

C32 復旦中學國中部 f6 李彥緯 利承昕 6 D32 復旦中學國中部 f6 李彥緯 利承昕 3

C33 復旦中學國中部 f7 鄭奉峻 洪至寬 6 D33 復旦中學國中部 f7 鄭奉峻 洪至寬 3

C34 復旦中學國中部 f8 李育葶 賴玟錦 5 D34 復旦中學國中部 f8 李育葶 賴玟錦 2

C35 振聲高中國中部 2PJ 張舒喬 李莛蓉 3 D35 復旦中學國中部 f9 邱英騏 黃奕嘉 5

C36 振聲高中國中部 超人特工隊 呂彥辰 葉尚融 3 D36 復旦中學國中部 f10 楊皓惟 郭子維 6

C37 永安國中 勇於挑戰 林家希 劉康宇 3 D37 振聲高中國中部 2PJ 張舒喬 李莛蓉 6

C38 永安國中 勇於好大 郭鑫榆 林翔麒 2 D38 振聲高中國中部 超人特工隊 呂彥辰 葉尚融 6

C39 永安國中 胖超人 林子傑 游正弘 2 D39 永安國中 勇於挑戰 林家希 劉康宇 6

C40 青溪國中/振聲中學 飛虎隊 林駿宇(青溪)賴頎儒(振聲) 4 D40 永安國中 勇於好大 郭鑫榆 林翔麒 5

C41 東興國中 迴旋機隊 馮天暉 徐立紘 4 D41 永安國中 胖超人 林子傑 游正弘 5

C42 楊光國中小 眾神的戰士 陳嘉陞 馬瑋豪 3 D42 青溪國中/振聲中學 飛虎隊 林駿宇(青溪)賴頎儒(振聲) 1

C43 楊光國中小 No Name 梁士殷 李琪鈺 5 D43 東興國中 迴旋機隊 馮天暉 徐立紘 1

C44 楊光國中小 L.S. 嚴翎 彭胤琪 1 D44 楊光國中小 眾神的戰士 陳嘉陞 馬瑋豪 6

C45 楊光國中小 User 黎芳妤 李毓祺 3 D45 楊光國中小 No Name 梁士殷 李琪鈺 2

C46 楊光國中小 機佬隊 魏瑋禹 林庭源 2 D46 楊光國中小 L.S. 嚴翎 彭胤琪 4

C47 楊光國中小 TOZY 申新禾 張智威 6 D47 楊光國中小 User 黎芳妤 李毓祺 6

C48 光明國中 Eagle eyes 白宸宇 白宸安 5 D48 楊光國中小 機佬隊 魏瑋禹 林庭源 5

C49 光明國中 Dream 蔡旻俽 傅柳芸 5 D49 楊光國中小 TOZY 申新禾 張智威 3

C50 光明國中 想飛 陳逸帆 李彥希 4 D50 光明國中 Eagle eyes 白宸宇 白宸安 2

C51 光明國中 crys 魏鴻儒 司鎮豪 1 D51 光明國中 Dream 蔡旻俽 傅柳芸 2

C52 光明國中 Banana 陳冠妤 吳亞曈 3 D52 光明國中 想飛 陳逸帆 李彥希 1

C53 光明國中 光明隊 蔡慈筠 李書妍 5 D53 光明國中 crys 魏鴻儒 司鎮豪 4

C54 光明國中 二代愛因斯坦隊 林冠妤 郭宜沛 4 D54 光明國中 Banana 陳冠妤 吳亞曈 6

C55 光明國中 筠熙 曾于熙 黃芷筠 5 D55 光明國中 光明隊 蔡慈筠 李書妍 2

C56 光明國中 夢想起飛 詹家瑋 陳昇達 4 D56 光明國中 二代愛因斯坦隊 林冠妤 郭宜沛 1

C57 光明國中 星星月亮 陳品翰 張秝盛 4 D57 光明國中 筠熙 曾于熙 黃芷筠 2

C58 振聲高中國中部 ET隊 許綾恩 李宜家 3 D58 光明國中 夢想起飛 詹家瑋 陳昇達 1

C59 同德國中 X-wing 趙士霆 周庭宏 4 D59 光明國中 星星月亮 陳品翰 張秝盛 1

C60 過嶺國中 Fly to GL 徐巍修 康榮宗 6 D60 振聲高中國中部 ET隊 許綾恩 李宜家 6

C61 永安國中 紅鯉魚和綠鯉魚隊 張廷霖 高承恩 6 D61 振聲高中國中部 十二加隊隊 時藝珈 林立萱 2

C62 永安國中 老師哩底隊 郭晉銓 彭俊嘉 5 D62 同德國中 翔天際 陳右承 蘇紘緯 1

C63 永安國中 同學不要插隊 林千竣 劉祐銘 5 D63 同德國中 飛行王隊 蘇俊丞 戴允中 4

C64 同德國中 飛行王隊 蘇俊丞 戴允中 1 D64 大成國中 大成獵鷹隊 陳佩雯 徐立耕 2

C65 同德國中 小飛俠 傅晨祐 李日傑 6 D65 過嶺國中 Fly to GL 徐巍修 康榮宗 3

C66 平鎮國中 雷霆射手 沈宗德 王思儒 6 D66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FLY 黃楷翔 蕭勝斌 6

C67 平鎮國中 雷霆戰機 鄧皓宇 曾廷恩 2 D67 大成國中 大成獵龍隊 林亞諠 周葦軒 4

C68 平鎮國中 銀河風暴 王震緯 劉德賢 2 D68 永安國中 紅鯉魚和綠鯉魚隊 張廷霖 高承恩 3

C69 平鎮國中 斜行橫陣 賴正豪 陳致遠 1 D69 永安國中 老師哩底隊 郭晉銓 彭俊嘉 2

C70 觀音國中 頭上有根迴紋針 陳馨緻 黃琨程 1 D70 永安國中 同學不要插隊 林千竣 劉祐銘 2

C71 山腳國中 2騎士隊 高敬佑 許育成 2 D71 同德國中 小飛俠 傅晨祐 李日傑 3

C72 山腳國中 2勇士隊 曾奕豪 王柔諭 1 D72 楊梅國中 楊梅吐氣 張子軒 黎唯瑞 6

C73 楊明國中 特凜飛翔隊 周芳毅 吳思穎 5 D73 平鎮國中 雷霆射手 沈宗德 王思儒 3

C74 楊明國中 珍娜AD隊 黃毓潔 彭建智 6 D74 平鎮國中 雷霆戰機 鄧皓宇 曾廷恩 5

C75 新屋國中 摺紙口袋 徐維駿 陳立昌 1 D75 平鎮國中 銀河風暴 王震緯 劉德賢 5

C76 新屋國中 神奇小紙片 陳俊嘉 彭信諭 1 D76 平鎮國中 斜行橫陣 賴正豪 陳致遠 4

C77 中壢國中 哇哈哈 林紹銘 戴文翰 1 D77 觀音國中 天外奇機 林畹資 張家慶 2

C78 中壢國中 紙飛機 吳弦洋 李易駿 5 D78 山腳國中 2勇士隊 曾奕豪 王柔諭 4

C79 中壢國中 狂風雙人組 許晉誠 劉金豐 3 D79 山腳國中 2騎士隊 高敬佑 許育成 5

C80 中壢國中 樸實雙人組 鄒宇恩 謝侑恩 6 D80 新屋國中 摺紙口袋 徐維駿 陳立昌 4

C81 中壢國中 我們是一隊 吳仲淇 蔡稚駿 3 D81 新屋國中 神奇小紙片 陳俊嘉 彭信諭 4

C82 中壢國中 鬼之隊 朱柏翰 胡宇論 4 D82 中壢國中 旋風隊 陳建翰 羅煜鈞 6

C83 武漢國中 啾咪隊 劉啟宇 陳俊良 2 D83 中壢國中 南犬棒棒隊 邱律衡 廖黃燁 2

C84 武漢國中 暗黑橘子熊 曾郁銘 程世安 3 D84 中壢國中 空軍九號 何旻融 葉冠增 4

C85 武漢國中 刺客隊 陳永勳 王冠惟 4 D85 中壢國中 旋風隊 歐恩齊 潘韋承 5

C86 武漢國中 超中二 陳炫宇 黃嘉慶 6 D86 中壢國中 穹頂之下 江可萱 林敬珈 3

C87 大竹國中 飛很久 林椲翔 陳威宏 6 D87 中壢國中 飛機愛好者 李含昌 劉康誠 4

C88 大竹國中 飛高高 郭芷蓉 邱彥榮 5 D88 中壢國中 yee 柯力仁 陳俊瑋 6

C89 大竹國中 犽宿 劉柏毅 王家安 1 D89 中壢國中 太空 魏辰峻 林禾蓁 3

C90 大竹國中 阿達柏睿隊 李尚達 蘇柏睿 6 D90 中壢國中 狂風雙人組 劉金豐 許晉誠 6

C91 大竹國中 天外奇機 簡銘毅 蔡承育 6 D91 中壢國中 疾風 林俊宏 沈茂廷 1

國中組創意迴旋計分賽參賽隊伍梯次表 國中組滯空飛行計時賽參賽隊伍梯次表



C92 青埔國中 終極二人組 楊子賢 莊伯暉 1 D92 中壢國中 jung gle 蔡秉祐 廖炳傑 3

C93 治平高中國中部 逆風隊 曾嘉俊 陳廷緯 1 D93 中壢國中 急速下降 黃琳雅 陳彤 1

C94 治平高中國中部 2 D94 中壢國中 SKY 黃淑俐 張育瑄 4

C95 治平高中國中部 A AND J 林晶妍 余培瑄 4 D95 中壢國中 （易貪師）除屍姬 黃晨秦 薛中睿 3

C96 治平高中國中部 太陽 林欽昱 鄧晴陽 4 D96 中壢國中 智能優先處理隊 林以理 葉晉航 2

C97 治平高中國中部 104E飛行隊 沈逄記 李峸陞 6 D97 中壢國中 夢想飛機隊 馬育辰 黃于誠 3

C98 治平高中國中部 104E狂響曲 鄧惟謙 官大糧 3 D98 中壢國中 我們是一隊 吳仲淇 蔡稚駿 6

C99 振聲高中國中部 天兵團 江柏翔 徐銨益 2 D99 中壢國中 鬼之隊 朱柏翰 胡宇論 1

C100 大崗國中 大崗A隊 林宗毅 謝松霖 4 D100 同德國中 X-ing 趙士霆 周庭宏 1

D101 武漢國中 啾咪隊 劉啟宇 陳俊良 5

D102 武漢國中 暗黑橘子熊 曾郁銘 程世安 6

D103 武漢國中 飛翼隊 陳永勳 王冠惟 1

D104 武漢國中 破滅之神 陳炫宇 黃嘉慶 3

D105 大竹國中 飛很久 林椲翔 陳威宏 3

D106 大竹國中 飛高高 郭芷蓉 邱彥榮 2

D107 大竹國中 犽宿 劉柏毅 王家安 4

D108 大竹國中 阿達柏睿隊 李尚達 蘇柏睿 3

D109 大竹國中 天外奇機 簡銘毅 蔡承育 3

D110 青埔國中 終極二人組 楊子賢 莊伯暉 4

D111 治平高中國中部 逆風隊 曾嘉俊 陳廷緯 4

D112 治平高中國中部 我是天王對不隊 唐宇岑 卓昊霆 5

D113 治平高中國中部 一飛沖天 陳奕銘 范今人 5

D114 楊明國中 楊明A隊 鍾亞宏 呂旻哲 2

D115 楊明國中 楊明B隊 周志宇 江家瑋 5

D116 治平國中 老鷹隊 劉耀成 林治昕 1

D117 振聲高中國中部 天兵團 江柏翔 徐銨益 5

D118 平南國中 平南A隊 陳振軒 黃彥翔 4



參賽梯次 參賽序位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參賽梯次 參賽序位 報名序號 校名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1 1 C77 中壢國中 哇哈哈 林紹銘 戴文翰 1 1 D103 武漢國中 飛翼隊 陳永勳 王冠惟

1 2 C07 文昌國中 光明會 陳騏樺 張晏綸 1 2 D58 光明國中 夢想起飛 詹家瑋 陳昇達

1 3 C76 新屋國中 神奇小紙片 陳俊嘉 彭信諭 1 3 D43 東興國中 迴旋機隊 馮天暉 徐立紘

1 4 C89 大竹國中 犽宿 劉柏毅 王家安 1 4 D16 振聲高中國中部 懷特隊 曹懷軒 潘昱安

1 5 C69 平鎮國中 斜行橫陣 賴正豪 陳致遠 1 5 D91 中壢國中 疾風 林俊宏 沈茂廷

1 6 C70 觀音國中 頭上有根迴紋針 陳馨緻 黃琨程 1 6 D52 光明國中 想飛 陳逸帆 李彥希

1 7 C64 同德國中 飛行王隊 蘇俊丞 戴允中 1 7 D02 光明國中 714夢想起飛 華令威 徐嘉佑

1 8 C51 光明國中 crys 魏鴻儒 司鎮豪 1 8 D59 光明國中 星星月亮 陳品翰 張秝盛

1 9 C92 青埔國中 終極二人組 楊子賢 莊伯暉 1 9 D07 光明國中 L.T的紙飛機 劉秉恆 陳姿璇

1 10 C44 楊光國中小 L.S. 嚴翎 彭胤琪 1 10 D20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C 林於彥 謝歸一

1 11 C05 光明國中 庭傑彗星 洪貫庭 鄭允傑 1 11 D99 中壢國中 鬼之隊 朱柏翰 胡宇論

1 12 C13 六和國中 逗逗先生隊 江明修 陳雋凱 1 12 D42 青溪國中/振聲中學 飛虎隊 林駿宇(青溪) 賴頎儒(振聲)

1 13 C72 山腳國中 2勇士隊 曾奕豪 王柔諭 1 13 D31 復旦中學國中部 f4 謝秉翰 鍾承翰

1 14 C93 治平高中國中部 逆風隊 曾嘉俊 陳廷緯 1 14 D14 振聲高中國中部 一路順風 沈睿杰 蔡皓程

1 15 C75 新屋國中 摺紙口袋 徐維駿 陳立昌 1 15 D56 光明國中 二代愛因斯坦隊 林冠妤 郭宜沛

2 1 C01 興南國中 興翔事成 李蕭安 蔣明軒 1 16 D62 同德國中 翔天際 陳右承 蘇紘緯

2 2 C39 永安國中 胖超人 林子傑 游正弘 1 17 D93 中壢國中 急速下降 黃琳雅 陳彤

2 3 C27 六和國中 黎明飛箭 許芳瑜 龐逸傑 1 18 D100 同德國中 X-ing 趙士霆 周庭宏

2 4 C67 平鎮國中 雷霆戰機 鄧皓宇 曾廷恩 1 19 D116 治平國中 老鷹隊 劉耀成 林治昕

2 5 C46 楊光國中小 機佬隊 魏瑋禹 林庭源 2 1 D83 中壢國中 南犬棒棒隊 邱律衡 廖黃燁

2 6 C99 振聲高中國中部 天兵團 江柏翔 徐銨益 2 2 D45 楊光國中小 No Name 梁士殷 李琪鈺

2 7 C30 過嶺國中 過嶺雙獅 陳立蓁 陳怡琇 2 3 D64 大成國中 大成獵鷹隊 陳佩雯 徐立耕

2 8 C29 光明國中 戰鬥機特攻隊 白宜真 謝佳縉 2 4 D24 過嶺國中 過嶺大英雄天團 林達遠 胡元鈞

2 9 C71 山腳國中 2騎士隊 高敬佑 許育成 2 5 D50 光明國中 Eagle eyes 白宸宇 白宸安

2 10 C03 經國國中 輕鬆飛 劉冠妤 丁千娜 2 6 D77 觀音國中 天外奇機 林畹資 張家慶

2 11 C38 永安國中 勇於好大 郭鑫榆 林翔麒 2 7 D70 永安國中 同學不要插隊 林千竣 劉祐銘

2 12 C68 平鎮國中 銀河風暴 王震緯 劉德賢 2 8 D34 復旦中學國中部 f8 李育葶 賴玟錦

2 13 C83 武漢國中 啾咪隊 劉啟宇 陳俊良 2 9 D114 楊明國中 楊明A隊 鍾亞宏 呂旻哲

2 14 C18 石門國中 『石』在會飛 郭乃瑜 蘇逸安 2 10 D51 光明國中 Dream 蔡旻俽 傅柳芸

2 15 C19 過嶺國中 領航A 邱柏鈞 林維義 2 11 D106 大竹國中 飛高高 郭芷蓉 邱彥榮

2 16 C28 光明國中 無名氏 黃學謙 王新捷 2 12 D04 光明國中 叫我神人 洪靖豐 方柏翔

2 17 C94 治平高中國中部 2 13 D61 振聲高中國中部 十二加隊隊 時藝珈 林立萱

3 1 C52 光明國中 Banana 陳冠妤 吳亞曈 2 14 D57 光明國中 筠熙 曾于熙 黃芷筠

3 2 C81 中壢國中 我們是一隊 吳仲淇 蔡稚駿 2 15 D19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 袁倫鈞 陳宗林

3 3 C84 武漢國中 暗黑橘子熊 曾郁銘 程世安 2 16 D69 永安國中 老師哩底隊 郭晉銓 彭俊嘉

3 4 C36 振聲高中國中部 超人特工隊 呂彥辰 葉尚融 2 17 D55 光明國中 光明隊 蔡慈筠 李書妍

3 5 C31 復旦中學國中部 f5 沈立璿 李冠緯 2 18 D96 中壢國中 智能優先處理隊 林以理 葉晉航

3 6 C42 楊光國中小 眾神的戰士 陳嘉陞 馬瑋豪 2 19 D25 過嶺國中 過嶺一出門就高飛 邱繼維 張琨揚

3 7 C58 振聲高中國中部 ET隊 許綾恩 李宜家 2 20 D06 光明國中 飛行計畫 林柏賢 李政翔

3 8 C26 過嶺國中 好棒棒 蔡和晏 高丞俊 3 1 D65 過嶺國中 Fly to GL 徐巍修 康榮宗

3 9 C98 治平高中國中部 104E狂響曲 鄧惟謙 官大糧 3 2 D30 復旦中學國中部 f3 陳柏宇 許方誠

3 10 C25 過嶺國中 我愛紙飛機 劉育嘉 姚志憲 3 3 D68 永安國中 紅鯉魚和綠鯉魚隊 張廷霖 高承恩

3 11 C79 中壢國中 狂風雙人組 許晉誠 劉金豐 3 4 D109 大竹國中 天外奇機 簡銘毅 蔡承育

3 12 C16 振聲高中國中部 坦克犀牛隊 林宸樂 尹柏寓 3 5 D73 平鎮國中 雷霆射手 沈宗德 王思儒

3 13 C24 過嶺國中 領航D 張詠軒 吳政違 3 6 D97 中壢國中 夢想飛機隊 馬育辰 黃于誠

3 14 C11 六和國中 207隊 鄭博文 熊浩暄 3 7 D86 中壢國中 穹頂之下 江可萱 林敬珈

3 15 C45 楊光國中小 User 黎芳妤 李毓祺 3 8 D49 楊光國中小 TOZY 申新禾 張智威

3 16 C35 振聲高中國中部 2PJ 張舒喬 李莛蓉 3 9 D105 大竹國中 飛很久 林椲翔 陳威宏

3 17 C37 永安國中 勇於挑戰 林家希 劉康宇 3 10 D32 復旦中學國中部 f6 李彥緯 利承昕

4 1 C100 大崗國中 大崗A隊 林宗毅 謝松霖 3 11 D10 六和國中 逗哥隊 葉晉瑋 鄧增祐

4 2 C15 振聲高中國中部 一路順風 沈睿杰 菜皓程 3 12 D104 武漢國中 破滅之神 陳炫宇 黃嘉慶

4 3 C41 東興國中 迴旋機隊 馮天暉 徐立紘 3 13 D33 復旦中學國中部 f7 鄭奉峻 洪至寬

4 4 C17 振聲高中國中部 懷特隊 曹懷軒 潘昱安 3 14 D108 大竹國中 阿達柏睿隊 李尚達 蘇柏睿

4 5 C04 光明國中 714夢想起飛 華令威 徐嘉佑 3 15 D71 同德國中 小飛俠 傅晨祐 李日傑

4 6 C50 光明國中 想飛 陳逸帆 李彥希 3 16 D92 中壢國中 jung gle 蔡秉祐 廖炳傑

4 7 C82 中壢國中 鬼之隊 朱柏翰 胡宇論 3 17 D13 振聲高中國中部 二頭雞戰隊 蔡子婕 陳莉蓁

4 8 C59 同德國中 X-wing 趙士霆 周庭宏 3 18 D89 中壢國中 太空 魏辰峻 林禾蓁

4 9 C23 過嶺國中 領航C 林於彥 謝歸一 3 19 D08 六和國中 桃園暗殺星 李勝堯 胡誌遠

4 10 C56 光明國中 夢想起飛 詹家瑋 陳昇達 3 20 D95 中壢國中 （易貪師）除屍姬 黃晨秦 薛中睿

4 11 C09 光明國中 L.T的紙飛機 劉秉恆 陳姿璇 4 1 D11 六和國中 逗逗先生隊 江明修 陳雋凱

4 12 C95 治平高中國中部 A AND J 林晶妍 余培瑄 4 2 D12 龍興國中 雁翔隊 曾三郎 汪詮勝

4 13 C85 武漢國中 刺客隊 陳永勳 王冠惟 4 3 D53 光明國中 crys 魏鴻儒 司鎮豪

4 14 C96 治平高中國中部 太陽 林欽昱 鄧晴陽 4 4 D78 山腳國中 2勇士隊 曾奕豪 王柔諭

4 15 C40 青溪國中/振聲中學 飛虎隊 林駿宇(青溪) 賴頎儒(振聲) 4 5 D118 平南國中 平南A隊 陳振軒 黃彥翔

4 16 C54 光明國中 二代愛因斯坦隊 林冠妤 郭宜沛 4 6 D87 中壢國中 飛機愛好者 李含昌 劉康誠

4 17 C57 光明國中 星星月亮 陳品翰 張秝盛 4 7 D110 青埔國中 終極二人組 楊子賢 莊伯暉

5 1 C20 過嶺國中 領航B 袁倫鈞 陳宗林 4 8 D76 平鎮國中 斜行橫陣 賴正豪 陳致遠

5 2 C08 光明國中 飛行計畫 林柏賢 李政翔 4 9 D67 大成國中 大成獵龍隊 林亞諠 周葦軒

5 3 C34 復旦中學國中部 f8 李育葶 賴玟錦 4 10 D81 新屋國中 神奇小紙片 陳俊嘉 彭信諭

5 4 C55 光明國中 筠熙 曾于熙 黃芷筠 4 11 D84 中壢國中 空軍九號 何旻融 葉冠增

5 5 C88 大竹國中 飛高高 郭芷蓉 邱彥榮 4 12 D05 文昌國中 文昌第Yee小隊 陳騏樺 莊政寰

5 6 C43 楊光國中小 No Name 梁士殷 李琪鈺 4 13 D80 新屋國中 摺紙口袋 徐維駿 陳立昌

5 7 C78 中壢國中 紙飛機 吳弦洋 李易駿 4 14 D111 治平高中國中部 逆風隊 曾嘉俊 陳廷緯

5 8 C02 經國國中 極速飄移 彭韋翰 林廷宇 4 15 D46 楊光國中小 L.S. 嚴翎 彭胤琪

5 9 C49 光明國中 Dream 蔡旻俽 傅柳芸 4 16 D94 中壢國中 SKY 黃淑俐 張育瑄

5 10 C53 光明國中 光明隊 蔡慈筠 李書妍 4 17 D63 同德國中 飛行王隊 蘇俊丞 戴允中

5 11 C73 楊明國中 特凜飛翔隊 周芳毅 吳思穎 4 18 D107 大竹國中 犽宿 劉柏毅 王家安

5 12 C06 光明國中 叫我神人 洪靖豐 方柏翔 4 19 D03 光明國中 庭傑彗星 洪貫庭 鄭允傑

5 13 C63 永安國中 同學不要插隊 林千竣 劉祐銘 5 1 D113 治平高中國中部 一飛沖天 陳奕銘 范今人

5 14 C62 永安國中 老師哩底隊 郭晉銓 彭俊嘉 5 2 D41 永安國中 胖超人 林子傑 游正弘

5 15 C48 光明國中 Eagle eyes 白宸宇 白宸安 5 3 D01 興南國中 興翔事成 李蕭安 蔣明軒

5 16 C22 過嶺國中 我們一出門就 邱繼維 張琨揚 5 4 D23 光明國中 戰鬥機特攻隊 白宜真 謝佳縉

5 17 C21 過嶺國中 大英雄天團 林達遠 胡元鈞 5 5 D74 平鎮國中 雷霆戰機 鄧皓宇 曾廷恩

6 1 C90 大竹國中 阿達柏睿隊 李尚達 蘇柏睿 5 6 D101 武漢國中 啾咪隊 劉啟宇 陳俊良

國中組創意迴旋計分賽參賽隊伍梯次序位表 國中組滯空飛行計時賽參賽隊伍梯次序位表



6 2 C14 振聲高中國中部 二頭雞戰隊 蔡子婕 陳莉蓁 5 7 D79 山腳國中 2騎士隊 高敬佑 許育成

6 3 C61 永安國中 紅鯉魚和綠鯉魚隊 張廷霖 高承恩 5 8 D29 復旦中學國中部 f2 王坤智 邱智鴻

6 4 C66 平鎮國中 雷霆射手 沈宗德 王思儒 5 9 D18 六和國中 黎明飛箭 許芳瑜 龐逸傑

6 5 C80 中壢國中 樸實雙人組 鄒宇恩 謝侑恩 5 10 D35 復旦中學國中部 f9 邱英騏 黃奕嘉

6 6 C33 復旦中學國中部 f7 鄭奉峻 洪至寬 5 11 D40 永安國中 勇於好大 郭鑫榆 林翔麒

6 7 C10 六和國中 桃園暗殺星 李勝堯 胡誌遠 5 12 D115 楊明國中 楊明B隊 周志宇 江家瑋

6 8 C12 六和國中 逗哥隊 葉晉瑋 鄧增祐 5 13 D26 過嶺國中 過嶺雙獅 陳立蓁 陳怡琇

6 9 C91 大竹國中 天外奇機 簡銘毅 蔡承育 5 14 D17 石門國中 『石』在會飛 郭乃瑜 蘇逸安

6 10 C47 楊光國中小 TOZY 申新禾 張智威 5 15 D112 治平高中國中部 我是天王對不隊 唐宇岑 卓昊霆

6 11 C32 復旦中學國中部 f6 李彥緯 利承昕 5 16 D75 平鎮國中 銀河風暴 王震緯 劉德賢

6 12 C97 治平高中國中部 104E飛行隊 沈逄記 李峸陞 5 17 D22 光明國中 無名氏 黃學謙 王新捷

6 13 C74 楊明國中 珍娜AD隊 黃毓潔 彭建智 5 18 D117 振聲高中國中部 天兵團 江柏翔 徐銨益

6 14 C65 同德國中 小飛俠 傅晨祐 李日傑 5 19 D48 楊光國中小 機佬隊 魏瑋禹 林庭源

6 15 C60 過嶺國中 Fly to GL 徐巍修 康榮宗 5 20 D85 中壢國中 旋風隊 歐恩齊 潘韋承

6 16 C86 武漢國中 超中二 陳炫宇 黃嘉慶 6 1 D39 永安國中 勇於挑戰 林家希 劉康宇

6 17 C87 大竹國中 飛很久 林椲翔 陳威宏 6 2 D88 中壢國中 yee 柯力仁 陳俊瑋

6 3 D37 振聲高中國中部 2PJ 張舒喬 李莛蓉

6 4 D09 六和國中 207隊 鄭博文 熊浩暄

6 5 D15 振聲高中國中部 坦克犀牛隊 林宸樂 尹柏寓

6 6 D21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D 張詠軒 吳政違

6 7 D44 楊光國中小 眾神的戰士 陳嘉陞 馬瑋豪

6 8 D82 中壢國中 旋風隊 陳建翰 羅煜鈞

6 9 D60 振聲高中國中部 ET隊 許綾恩 李宜家

6 10 D47 楊光國中小 User 黎芳妤 李毓祺

6 11 D66 過嶺國中 過嶺獵鷹FLY 黃楷翔 蕭勝斌

6 12 D98 中壢國中 我們是一隊 吳仲淇 蔡稚駿

6 13 D72 楊梅國中 楊梅吐氣 張子軒 黎唯瑞

6 14 D54 光明國中 Banana 陳冠妤 吳亞曈

6 15 D27 過嶺國中 過嶺好棒棒 蔡和晏 高丞俊

6 16 D36 復旦中學國中部 f10 楊皓惟 郭子維

6 17 D102 武漢國中 暗黑橘子熊 曾郁銘 程世安

6 18 D28 復旦中學國中部 f1 李和學 蘇品壎

6 19 D38 振聲高中國中部 超人特工隊 呂彥辰 葉尚融

6 20 D90 中壢國中 狂風雙人組 劉金豐 許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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