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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 學校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WH 特攻隊 
臺北市長安國小 林○澔 

胡哲愷 
臺北市長安國小 邱○安 

動物森友隊 
臺北市雨聲國小 黃○程 

黃靚芬 
臺北市雨聲國小 何○宸 

安丞小隊 
臺北市敦化國小 黃○安 

戴秀雯 
臺北市敦化國小 黃○丞 

元文戰隊 
臺北市銘傳國小 李○元 

周映竹 
臺北市博愛國小 鍾○文 

Love Hunter TW  

愛心獵人 

臺北市靜心高級中學(國小部) 唐○恩 
牛彥如 

臺北市靜心高級中學(國小部) 鄭○哲 

「遙」「顏」滿天飛 
臺北市大直國小 徐○遙 

呂福祿 
臺北市大直國小 顏○安 

蔡氏兄弟隊 
臺北市大直國小 蔡○帆 

呂福祿 
臺北市大直國小 蔡○君 

亮金金一隊 
臺北市金華國小 沙○婷 

林昱成 
臺北市金華國小 鄧○彤 

亮金金二隊 
臺北市金華國小 鄧○晨 

林昱成 
臺北市金華國小 沙○甯 

成德國小 
臺北市成德國小 陳○晴 

張馨方 
臺北市成德國小 吳○潔 

紅橙隊 
基隆市長樂國小 陳○權 

莊秀卿 
基隆市長樂國小 洪○宸 

五股國小小螃蟹資

訊隊 

新北市五股國小 廖○彥 
董正傑 

新北市五股國小 鄭○嘉 

想不到 
新北市大豐國小 陳○涵 

蔡辰北 
新北市大豐國小 張○愛 

兩個憨憨 
新北市大豐國小 洪○捷 

蔡辰北 
新北市大豐國小 陳○涵 

地球保衛隊 
新北市新泰國小 陳○豐 

林怡萱 
新北市新泰國小 蕭○澤 

HOPE4 
新北市後埔國小 楊○叡 

黃怜慈 
新北市後埔國小 謝○諺 

HOPE30 
新北市後埔國小 蔡○涵 

黃怜慈 
新北市後埔國小 吳○慧 

晴琪雙絕 
桃園市南崁國小 黃○晴 

張益嘉 
桃園市南崁國小 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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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奇不游 
桃園市南崁國小 游○瑋 

張益嘉 
桃園市南崁國小 吳○均 

有得小尖兵 
桃園市有得雙語中小學 許○崴 

賴盈志 
桃園市有得雙語中小學 林○維 

柏茂 
桃園市仁善國小 黃○儒 

李中二 
桃園市仁善國小 黃○茂 

青蛙洋芋片團 
桃園市仁和國小 楊○寧 

李青蓉 
桃園市仁和國小 宋○耘 

白白黑黑的斑馬 
桃園市仁和國小 林○盛 

林裕峯 
桃園市仁和國小 古○齊 

陸陸戰隊 
桃園市大業國小 陸○ 

鄭詩雯 
桃園市大業國小 陸○伸 

興隆第一隊 
新竹縣興隆國小 温○ 

洪聖偉 
新竹縣興隆國小 蔡○均 

軒軒一定隊 
新竹縣興隆國小 劉○佑 

陳鵬升 
新竹縣興隆國小 邱○軒 

龍貓撿垃圾隊 
新竹縣十興國小 董○栩 

楊凱淇 
新竹縣興隆國小 吳○辰 

威華小戰士 
新竹縣中正國小 孫○澤 

陳美君 
新竹縣中正國小 劉○廷 

枋寮反地球暖化隊 
新竹縣枋寮國小 張○宇 

張美娟 
新竹縣枋寮國小 劉○妤 

霸氣十足 
新竹市東門國小 侯○棋 

吳俊成 
新竹市東門國小 陳○朋 

貓咪程式隊 
新竹市東門國小 邱○玹 

王玉蓮 
新竹市東門國小 鄭○涵 

RASHN1 
新竹市東園國小 范○睿 

毛家驥 
新竹市東園國小 鄧○霖 

地球暖化終結者 
苗栗縣僑成國小 陳○廷 

黃美芳 
苗栗縣僑成國小 蕭○翔 

襄下阿伯隊 
苗栗縣僑成國小 劉○君 

黃美芳 
苗栗縣僑成國小 吳○彥 

布枝稻 
苗栗縣同光國小 黃○程 

鄭修丞 
苗栗縣同光國小 林○婷 

垃圾清潔隊 
苗栗縣新南國小 鄭○仁 

沈惠英 
苗栗縣新南國小 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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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貓咪 
苗栗縣新南國小 林○霆 

沈惠英 
苗栗縣新南國小 陳○渝 

新南鬼殺隊 
苗栗縣新南國小 林○廷 

沈惠英 
苗栗縣新南國小 張○程 

石虎保育隊 
苗栗縣新南國小 傅○萱 

沈惠英 
苗栗縣新南國小 陳○析 

我們非常男 
苗栗縣新南國小 范○浤 

沈惠英 
苗栗縣新南國小 陳○洋 

我最愛看 YOUTUBE 
苗栗縣建國國小 陳○太 

吳俊賢 
苗栗縣建國國小 陳○銨 

海口 2 隊 
苗栗縣海口國小 許○羽 

林子豪 
苗栗縣海口國小 徐○純 

AWA 
苗栗縣造橋國小 劉○罡 

徐佩君 
苗栗縣造橋國小 林○丞 

健達出奇蛋 
苗栗縣造橋國小 吳○羽 

徐佩君 
苗栗縣造橋國小 何○達 

泓揚杰出 
苗栗縣新港國中小 周○泓 

陳怡君 
苗栗縣新港國中小 趙○杰 

海洋特攻隊 
臺中市新興國小 張○○宇 

張瑞堅 
臺中市新興國小 余○禎 

傳說神龍 
臺中市永隆國小 楊○盛 

張安邦 
臺中市永隆國小 曾○芳 

宸光戰隊 
臺中市臺中國小 黃○宸 

程瑋翔 
臺中市臺中國小 龎○濬 

星星棠 
臺中市臺中國小 張○怡 

程瑋翔 
臺中市臺中國小 洪○棠 

五年小分隊 
南投縣普台國小 李○呈 

徐昇民 
南投縣普台國小 張○卿 

普台國小第一組 
南投縣普台國小 姚○青 

劉伊寧 
南投縣普台國小 段○崑 

小朱隊 
南投縣普台國小 朱○銨 

陳正勳 
南投縣普台國小 黃○昊 

埔小創客 YK 隊 
南投縣埔里國小 王○甯 

劉冠良 
南投縣埔里國小 洪○宣 

鹿管清潔隊 
彰化縣管嶼國小 張○豪 

刁明政 
彰化縣鹿港國小 施○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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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 girls 
彰化縣管嶼國小 粘○妍 

刁明政 
彰化縣管嶼國小 許○茵 

肖 A 隊 
彰化縣管嶼國小 洪○程 

刁明政 
彰化縣管嶼國小 林○安 

是誰在哪？ 
彰化縣鹿港國小 胡○瑀 

謝志強 
彰化縣鹿港國小 鄧○璇 

珍珠奶茶 
彰化縣鹿港國小 陳○龍 

施月華 
彰化縣鹿港國小 林○庭 

莿桐 gogogo！ 
雲林縣莿桐國小 高○銓 

許正昌 
雲林縣莿桐國小 鄭○哲 

scratcher 
雲林縣水燦林國小 王○顓 

陳玫瑜 
雲林縣水燦林國小 王○鈞 

奇怪的兩人 
雲林縣林頭國小 張○臻 

陳昭安 
雲林縣林頭國小 蔡○璟 

愛蝠惜蝠就是隊 
嘉義縣雙溪國小 楊○渟 

陳昭典 
嘉義縣雙溪國小 侯○彤 

山林守護隊 
嘉義縣雙溪國小 侯○言 

陳昭典 
嘉義縣雙溪國小 侯○丞 

你愛石虎對不隊 
嘉義縣雙溪國小 林○萍 

陳昭典 
嘉義縣雙溪國小 侯○存 

環保小尖兵隊 
嘉義縣大同國小 蘇○丞 

王春庭 
嘉義縣大同國小 楊○丞 

地球防衛隊 
嘉義縣大同國小 謝○宏 

蕭英戴 
嘉義縣大同國小 鄭○翔 

減碳王牌 
嘉義縣大同國小 李○呁 

郭淑茹 
嘉義縣大同國小 李○佑 

環保二人組 
嘉義縣南興國小 洪○庭 

吳仲凱 
嘉義縣南興國小 洪○甄 

雞蛋與羊 
嘉義縣梅北國小 陳○靜 

涂馨心 
嘉義縣梅北國小 楊○崴 

創意頂尖 
嘉義縣和睦國小 林○正 

蘇儀真 
嘉義縣和睦國小 林○鎂 

solo mvp 
嘉義縣和睦國小 呂○璋 

陳勝哲 
嘉義縣和睦國小 曾○賢 

山美 1 
嘉義縣山美國小 汪○鏘 

謝景安 
嘉義縣山美國小 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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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美 3 
嘉義縣山美國小 莊○志 

謝景安 
嘉義縣山美國小 汪○祈 

全世界我最雷 
嘉義市崇文國小 李○勳 

張英燦 
嘉義市崇文國小 林○鈞 

J.A 各隊 
嘉義市嘉北國小 蘇○睿 

王雅穗 
嘉義市嘉北國小 吳○儒 

嘉北 TXO 
嘉義市嘉北國小 游○昇 

王雅穗 
嘉義市嘉北國小 楊○成 

MTES-B 
嘉義市民族國小 施○宏 

洪慶昇 
嘉義市民族國小 黃○妍 

大佬救救我 
嘉義市興嘉國小 蔡○穎 

張德豐 
嘉義市興嘉國小 林○佑 

究極黑暗戰士 
臺南市保東國小 鄭○婷 

洪湘茹 
臺南市保東國小 吳○辰 

美少女隊 

 

臺南市文元國小 林○玄 
徐雅雯 

臺南市文元國小 黃○貽 

環保小戰士 
高雄市南成國小 陳○鈞 

王玉珍 
高雄市東光國小 靳○彥 

螞蟻榮耀 
屏東縣公館國小 林○誼 

黃輝雄 
屏東縣公館國小 莊○凱 

環保隊 
屏東縣忠孝國小 蔡○廷 

陳其昌 
屏東縣忠孝國小 劉○鑫 

煉乳包租婆 
屏東縣民生國小 黎○妤 

林逸民 
屏東縣民生國小 彭○芳 

THE 2 PERCENT 
屏東縣中正國小 陳○庭 

康致禎 
屏東縣中正國小 蘇○瑜 

康樂三 
臺東縣康樂國小 周○芮 

曾柏瑜 
臺東縣康樂國小 陳○妤 

桀丞股份無限公司 
臺東縣東海國小 李○桀 

高偉堯 
臺東縣東海國小 胡○丞 

中午不想睡覺 
臺東縣東海國小 游○緹 

高偉堯 
臺東縣東海國小 陳○暄 

棒棒糖 
花蓮縣復興國小 葉○翰 

許雅玲 
花蓮縣復興國小 蔡○珉 

好棒棒 
花蓮縣復興國小 朱○蓉 

許雅玲 
花蓮縣復興國小 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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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國小 4 隊 
宜蘭縣羅東國小 李○盺 

儲三翔 
宜蘭縣羅東國小 伊○萱 

蜜糖 QQ 
宜蘭縣力行國小 吳○萱 

連振翔 
宜蘭縣力行國小 江○軒 

晴天涵天 
宜蘭縣竹林國小 洪○晴 

楊雅純 
宜蘭縣竹林國小 洪○涵 

北成 609 隊 
宜蘭縣北成國小 賴○岑 

賴政良 
宜蘭縣北成國小 崔○睿 

金門環保小尖兵(1) 
金門縣中正國小 林○旭 

李淳琪 
金門縣中正國小 張○ 

金門環保小尖兵(2) 
金門縣中正國小 辛○頡 

李淳琪 
金門縣中正國小 陳○蓉 

二極體 
金門縣金湖國小 呂○ 

梁新賢 
金門縣金湖國小 王○蘋 

正義聯盟筠鈴特攻

隊 

金門縣正義國小 陳○頻 
許惠婷 

金門縣正義國小 陳○鈴 

菊島小龍女 
澎湖縣中正國小 林○芹 

項志偉 
澎湖縣中正國小 洪○宸 

中正森林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 姜○欣 

程元鋒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 陳○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