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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桌

EA01 高雄市 腳踏實地 龍華國小 陳鈞豪
陳則宇 高雄市龍華國小 陳昕禾 高雄市東光國小 趙承璋 高雄市新上國小

EA02 台南市 烤香腸 東光國小、勝利國小、文元國小 林政學 張正謙 台南市立東光國民小學 林榆容 台南市立文元國民小學 張堯誠 台南市立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EA03 高雄市 WII 新光國小 吳東儒 吳恩豪 高雄市新光國小 張友禔 高雄市龍華國小 曾柏愷 高雄市陽明國小

EA04 高雄市 白鯨座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趙志康 姜睿綱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周廷軒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黃柏源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EA05 台南市 珍珠奶茶半糖少冰 新興國小、賢北國小 林政學 蔡誌澄 台南市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蔡瑋澄 台南市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張凱捷 台南市立北區賢北國民小學

EA06 高雄市 壽天玩童 壽天國小 陳勝昌 陳羿勳 高雄市壽天國小 陳亮廷 高雄市壽天國小 楊承恩 高雄市壽天國小

EA07 高雄市 Super Hero 五林國小 曾靜茹 何宗旂 高雄市五林國小 吳子儀 高雄市東光國小 柯嘉昇 高雄市東光國小

EA08 高雄市 瘋狂二人組 莒光國小、福東國小 游紡孟 謝長恩 福東國小 藍俊翔 莒光國小

EA09 高雄市 e之烙鐵 鳳西國小;四維國小;四維國小 鍾榮楷 孫奇霆 高雄市鳳西國小 陳冠銘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鄧皓文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EA10 屏東縣 BB8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鄭安棋 徐可杰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鍾燿安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EA11 臺南市 海東海底雞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洪駿命 蘇縉揚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黃妍霏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EA12 屏東縣 夢想啟航隊 屏東縣內埔國小 蕭美智 利巽予 屏東縣內埔國小 郭家齊 屏東縣內埔國小

Ｂ桌

EB01 台南市 土鳳梨酥 蔡文國小、大灣國小、永福國小 林政學 莊睿宬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小 蔣佳翰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林維軒 台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EB02 台南市 蜂蜜檸檬加愛玉 台南市東區復興國民小學、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林政學 蔡承憲 台南市立復興國民小學 蔡承佑 台南市立復興國民小學 王品方 台南市立忠義國民小學

EB03 台南市 好棒棒天團 崑山國小、崇學國小 林政學 陳亮均 台南市立崑山國民小學 蘇宥恆 台南市立崇學國民小學 蘇宥澄 台南市立崇學國民小學

EB04 高雄市 海鮭鯨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趙志康 黃炯碩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許聖鋒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蔡博宇 高雄市立楠陽國小

EB05 台南市 我好棒棒 文元國小、大港國小、億載國小 林政學 郭柏辰 台南市立文元國民小學 游政霖 台南市立大港國民小學 王子銓 台南市立億載國民小學

EB06 高雄市 e之電鑽 正興國小;道明外僑小學;陽明國小 鍾榮楷 孫雅晨 高雄市正興國小 楊凱媞 私立道明外僑小學 王若宇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小

EB07 屏東縣 幻影忍者 屏東大學附屬小學 呂清豪 呂子翔 屏東大學附屬小學 伍辰育 屏東大學附屬小學

EB08 高雄市 e之吸錫器 新莊國小;道明外僑小學;文華國小 鍾榮楷 王奕鈞 高雄市新莊國小 楊馥綺 私立道明外僑小學 張禎祥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EB09 高雄市 CSRS 銀河隊 福山國小,十全國小 葉育杰 陳宇德 福山國小 邱敬元 十全國小

EB10 高雄市 神之手 高雄市林園國小 鍾榮楷 梁育嘉 高雄市林園國小 蘇晏平 高雄市林園國小 林泰銘 高雄市林園中學國中部

EB11 高雄市 CSRS星際隊 永芳國小,文德國小,瑞興國小 葉育杰 鄭芸蓁 永芳國小 余亞靜 文德國小 鄭旭翔 瑞興國小

EB12 台東縣 超級大太陽 台東縣東海國小 黃君懷 黃俊瑋 台東縣東海國小 林愷捷 台東縣東海國小 謝盛宇 台東縣東海國小

Ｃ桌
EC01 高雄市 哥不想出門 高雄市林園國小 吳雅茹 廖昱綸 高雄市林園國小 謝子賢 高雄市林園國小 賴又嘉 高雄市林園國小

EC02 高雄市 慧成麻吉 正興國小 美濃國小 前金國小 蔡昌成 蔡詠倫 正興國民小學 張子宣 美濃國民小學 管君瑋 前金國民小學

EC03 高雄市 民權隊 民權國小 吳文斌 曾仲達 民權國小 蘇聖崴 民權國小 莊謹隆 民權國小

EC04 臺南市 天秤座 臺南市佳里國中 林宗祺 吳豐宜 臺南市佳里國小 吳佳享 臺南市佳里國小

EC05 高雄市 群創積木隊 楠陽國小 曾聖群 劉柏廷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張士宸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EC06 臺南市 曜日星痕 臺南市佳里國中 林宗祺 戴昱銓 臺南市信義國小 曾紹剛 臺南市佳里國中

EC07 高雄市 群創溫拿隊 楠梓國小 曾聖群 陳泓宇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陳泓睿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莊旻齊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EC08 台南市 肉絲火腿蛋炒飯 台南市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林政學 張哲睿 台南市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張智媛 台南市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EC09 台南市 種子隊 國立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林政學 董育辰 國立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楊文嘉 國立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董育宏 國立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EC10 高雄市 e之銲錫 內惟國小;師範附小;復興國小 鍾榮楷 黃紹承 高雄市立內惟國民小學 鄭筠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小學 張宇揚 高雄市立復興國小

EC11 高雄市 樂迷隊 東光國小 吳文斌 李懿修 東光國小 郭城輝 東光國小 馬御庭 大同國小

EC12 屏東縣 閃電幽靈 屏東縣立和平國小 呂清豪 陳柏諺 屏東縣立和平國小 利榆喬 屏東縣立和平國小 朱益佑 屏東縣立和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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