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姓名 1. 隊員姓名 1.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名稱(全名)

JA01 台中市 黑暗與光明 胡啟有 林俊廷 溪南國中 陳浩洋 溪南國中 李姿妤 溪南國中
JA02 臺中市 Elegant Pi 林煜庭 楊昇祐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許少墉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JA03 台中市 贏了再說!! 李曉萍 劉軒宏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袁鉦皓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洪承葳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JA04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3 游世南 黃俞樺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羅文喬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洪士峰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JA05 臺中市 special-partner 劉明合 周品榕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林美如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洪莉雯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JA06 台中市 鋼巨人 胡啟有 林子純 溪南國中 廖宇柔 溪南國中 黃懌欣 溪南國中
JA07 台中市 我愛衛道 陳建志 許鈞皓 台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吳柏毅 台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JA08 台中市 Creeper hunter 王俊祺 陳永恩 大甲國中 吳沛昀 大甲國民中學 范祐綸 大甲國中
JA09 台中市 Genesis 王力平 熊信源 豐東國中 洪承榆 豐東國中 劉芯瑜 豐東國中
JA10 台中市 新民人 廖如玲 廖聿閎 新民高中附設國中部 廖彩婷 新民高中附設國中部

JB01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2 游世南 王彥程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巫唐印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賴建廷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JB02 台中市 逆天火腿燙你黑腿 黃凱煇 黃楚元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紀聿軒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謝定穎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JB03 臺中市 梧棲國中 劉明合 陳泰誠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顏宏哲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顏宏庭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JB04 台中市 有熊隊 黃香容 徐郁翔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許翰元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林億家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JB05 台中市 不怕失敗 林宗隆 王鉦 台中市黎明國中 鄭文祺 台中市黎明國中
JB06 臺中市 M.V.P 劉明合 卓郁慈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洪煜倫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林哲銘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JB07 台中市 ~ɘɘY(∞⊕∞)Yee~ 鄭秋蓉 王洛君 黎明國中 陳錫宏 黎明國中
JB08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4 游世南 劉家翔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林育敬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許冠泓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JB09 臺中市 CLJH 黃忠志 葛知典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吳育丞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郭建佑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JC01 台中市 最愛打泡泡 陳爾慧 洪浚惟 台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奕愷 台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莊秉翰 台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JC02 臺中市 被偷走的那半年 胡啟有 陳昱凱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盧彥希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林育銓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JC03 台中市 來自B612的後裔 王力平 魏宗仁 豐東國中 宋如庭 豐東國中 張愷芸 豐東國中
JC04 台中市 爽文Oguri 廖惠珍 邱柏叡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王姿惠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陳柏霖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JC05 臺中市 我是秋天的一棵樹 陳欽哲 林品維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陳奕維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JC06 台中市 魔幻之星 廖惠珍 林容鵬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李承翰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王順鴻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JC07 台中市 我愛鋼彈 王俊祺 林呈佳 大甲國中 林昕影 台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張哲維 大甲國中
JC08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5 游世南 蘇博原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林冠名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齊又勗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JC09 臺中市 趙信 陳欽哲 楊劼宬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廖鉦泰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JD01 台中市 我不叫布里茲 黃凱煇 蔡馥宇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謝皓韋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戴維呈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JD02 台中市 自己猜 王力平 陳維晟 豐東國中 蘇塏崴 豐東國中 賴昕馳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JD03 台中市 Friends 胡啟有 蘇子庭 溪南國中 林俐妤 溪南國中 廖佳琳 溪南國中
JD04 台中市 火龍捲隊 黃仕昌 邱謝宇 豐陽國中 羅肇廷 豐陽國中
JD05 台中市 名揚四海 林怡菁 劉柏群 大業國民中學 吳宗翰 大業國民中學
JD06 台中市 John YEEna 王俊祺 朱哲毅 大甲國中 張羽辰 大甲國中 梁永霖 大甲國中
JD07 台中市 北新國中NO.1 游世南 劉秉霖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陳子堯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張繼光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JD08 台中市 AI人工智慧 方國緯 張哲維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際部 蔡明學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際部 鄭凱方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JD09 台中市 爽文超級星 廖惠珍 柯竣議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陳奕廷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陳昱綸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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