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隊伍縣市 教練名稱 隊員姓名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A桌
趙鈞甫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趙鈞泓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盧科豪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湯適瑜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湯適瑋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鍾劭謙 彰化縣私立精誠中學

張育菁 彰化縣私立精誠中學

吳柏翰 彰化縣溪湖國民中學

吳勇諭 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國中部

曾勻搴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王誠煜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竣銘 明道中學

吳仁凱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捷儒 台中市西苑高中國中部

陳珪淮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張傑揮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李瑞昇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溫梓傑 崇倫國中

黃靖涵 崇倫國中

賴俊霖 崇倫國中

楊佳鑫 台中市光德國中

楊育銘 彰化鹿港國中

謝佾明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胡閔喆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王邦峻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劉紀宏 豐陽國中

廖恩彬 東山高中附屬國中部

B桌
林柏鑫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亭諺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品斈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彥佑 大甲國中

林昕影 大甲國中

黃柏嘉 大甲國中

林峻毅 彰化縣成功高中

楊子頡 彰化縣溪湖國民中學

陳思甫 彰化縣溪湖國民中學

吳偉丞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蘇琮凱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李宗祐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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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中區 施麗瑛

 H.K.N 苗栗縣 謝錫堂

Night Raid☆夜襲

★
台中市 胡啟有JB-4

溪湖之光 彰化縣 粘振國

Unrivaled│傳說│ 台中市

台中市 黃忠志

胡啟有

崇心啟動

TESLA-風行者 台中市 林詩頎JB-2

JA-10

JA-1

JB-1

JA-2

JA-3

JB-3

JA-4

JA-5

JA-6

JA-7

JA-9

JA-8

音波戰神 台中市 梁嘉明

林永正南部粽 台中市

STAR 台中市 蔡億縉

來來來哩來 台中市 林雯玲

台中市 揚瑞恒世界一

戰神 台中市 張淑英

特種部隊IV 彰化縣 粘振國



葉劭威 君毅國中

鄭浩鑫 君毅國中

賴宇斌 君毅國中

辜建璋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洪濬豪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陳冠中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徐炳辰 台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邱子誠 台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江鴻揚 台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蔡亞哲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蔡亞倫 明道中學

周俊毅 台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蔡少騏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國中

黃琮佑 台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謝佳蓉 精誠中學

王妡宇 彰興國中

黃誼馨 彰興國中

C桌
林暄弼 台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傅珍昱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凱勛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呈佳 大甲國中

蔡祐謙 大甲國中

邱渝婷 大甲國中

黃展璿 正心高級中學

黃庭恩 正心高級中學

魏廷霖 正心高級中學

蒙思媛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翁勗倫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王于恒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陳伯睿 沙鹿國中

王祺緯 沙鹿國中

白承申 彰興國中

白枘恩 衛道中學

董儼漢 精誠中學

陳紫菱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邱和鉉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黎淑慧 台中市立中平國中

白珈瑜 彰興國中

紀宏毅 彰興國中

廖哲頤 彰興國中

文紀涵 明道中學

黃柏諺 明道中學

唐奕琦 彰興國中

施詠皓 衛道中學

蔡名棋 精誠中學

陳竟嘉 員林高中

我就是小屁孩 台中市 胡啟有

彰化 趙昭雲

中區 施麗瑛

台中市 洪銘鴻

KingRobot 台中市 黃忠志

宇宙 雲林縣 粘振國

少年種子 台中市 周邑縢

旗開得勝

台中市 林永正酸蜂蜜

東京鐵塔

JB-6 世界隊
彰化縣彰

化市
陳聯傑

TPA 苗栗縣 黃新福JB-5

JB-9

JB-10

JC-5

JC-6

JB-8

JC-3

JC-4

JC-1

JC-2

JC-7

JC-8

JC-9

JC-10

JB-7

李奧納多 彰化/台中 趙昭雲

東京食種

彰化 趙昭雲

斷魂使者&涼鞋哥 台中市 洪銘鴻

弒神MAX 臺中市 劉明合

TESLA-我愛鋼彈

趙昭雲

當全世界都在等你

台中市 林詩頎

怪獸中學 彰化/台中



D桌
梁芷寧 台中美國學校AST

陳彥宇 台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李宜霈 大甲國中

蔡宗翰 衛道中學

劉晏禎 大甲國中

陳芑任 台中市爽文國民中學

林均憲 台中市爽文國民中學

廖健安 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施佑樺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林塨澧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謝沅明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林韋丞 崇倫國中

馬建蓉 崇倫國中

蔡嘉文 台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國中部

許家綺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林柏佑 彰化縣溪湖國民中學

李柏融 彰化縣溪湖國民中學

陳翌群 彰化縣成功高中

陳韡佳 君毅中學

黃亮逸 君毅中學

鄭友橋 君毅中學

張睿承 大道國中

陳品翰 大道國中

JD-4

JD-8

csi

JD-9 嚇一跳 中區 施麗瑛

JD-5

JD-6

驚嘆號 苗栗縣 謝錫堂

我愛粘教練 彰化縣 粘振國JD-7

苗栗縣樂天 楊美玲

台中市 黃忠志

DIVERGENT 台中市 蔡億縉

JD-2

JD-3

JD-1

我再問一下 台中市 陳慶明

TESLA-我愛阿奇 台中市 林詩頎

瘋神隊 台中市 楊瑞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