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1 JA01 桃園市 內壢國中 Opera 劉世堰 陳定騫 內壢國中 鍾秉樺 內壢國中 周柏丞 內壢國中

2 JA02 台北市 石牌國中/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隊伍名稱* : 邱勤芳 王麒翔 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鍾昀 石牌國中 王麒斌 石牌國中

3 JA03 台中市 台中一中 魔幻之星 廖惠珍 林容鵬 台中一中 李承翰 台中一中 王順鴻 台中一中

4 JA04 台南市 德光中學/民德國中 漢堡王雙層薯泥牛肉吉士堡 孫蜂揮 羅皓安 德光中學 柯元翔 德光中學 林芊妤 民德國中

5 JA05 彰化縣 埤頭國中/溪湖國中/民德國中 強棒出擊 黃山峯 吳孟嘉 埤頭國中 陳思甫 溪湖國中 顏呈育 北斗國中

6 JA06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逆天火腿燙你黑腿 黃凱煇 黃楚元 葳格中學國際部 紀聿軒 葳格中學國際部 謝定穎 葳格中學國際部

7 JA07 台北市 南門國中 我就是印度麥可 陳彥霖 張善鈞 南門國中 何秉叡 南門國中 陳韋翰 南門國中

8 JA08 花蓮縣 慈濟國中/國風國中/海星國中 珍珠奶茶 莊琇燕 秦煒傑 慈濟國中 邱柏勳 國風國中 陳子芸 海星國中

9 JA09 新竹市 培英國中/三民國中/ 成功國中 探索者 林文民 林志謙 三民國中 林彥妮 培英國中 盧妍蓁 成功國中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10 JB01 新北市 淡江中學  大安高工 五股國中 On 4 tion 林志隆 翁士軒 淡江中學 吳承翰 大安高工 李東彥 五股國中

11 JB02 台中市 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4 游世南 劉家翔 北新國中 林育敬 北新國中 許冠泓 北新國中

12 JB03 高雄市 復華中學國中部/七賢國中/道明中學國中部 棋銘睿隊 蔡德暐 彭莉棋 復華中學國中部 蔡浚銘 七賢國中 嚴子睿 道明中學國中部

13 JB04 新北市 格致高中 GJ-This is how we play 張富翔 丁柏丞 格致高中 高珩軒 格致高中 曾啟豪 格致高中

14 JB05 台中市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5 游世南 蘇博原 北新國中 林冠名 北新國中 齊又勗 北新國中

15 JB06 台北市 天母國中 ProKids 王禮章 呂冠翰 天母國中 尤俊驊 天母國中

16 JB07 新北市 南山國中 超級瓦力 葉思齊 張凱喆 南山國中 何宸瑋 南山國中 范閎凱 南山國中

17 JB08 台中 雲林 南投
台中市惠文高中附設國中/雲林縣立東仁國中

/南投縣立中興國中
金州勇士隊 林雯玲 薛椿儒 惠文高中附設國中 施穎融 東仁國中 黃秉超 中興國中

18 JB09 屏東縣 美和高中國中部 星屋Robert 鄭安棋 張宗翰 美和高中(國中部) 林芠宏 美和高中(國中部) 廖翊丞 美和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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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C01 台北市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快樂復興 陳彥霖 謝承廷 復興實驗高中國中部 林芷妤 復興實驗高中國中部 林至偉 復興實驗高中國中部

20 JC02 高雄市 正義高中國中部/立志中學國中部 e之板手 蔡德暐 李逸程 正義高中國中部 賴育松 立志高中國中部

21 JC03 台中市 台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爽文超級星 廖惠珍 柯竣議 爽文國中 陳奕廷 爽文國中 陳昱綸 爽文國中

22 JC04 新北市 恆毅中學 W.T.C. 伍宏麟 陳俊銘 恆毅中學 劉朝崴 恆毅中學 白承弘 恆毅中學

23 JC05 新竹市 培英國中/曙光女中 移動者 林文民 劉育成 培英國中 林廷威 曙光女中 鍾尚修 曙光女中

24 JC06 雲林縣 雲林縣正心中學 宇宙 粘振國 魏廷霖 正心中學 黃展璿 正心中學 黃爾泰 正心中學

25 JC07 台中市 臺中市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我不叫布里茲 黃凱煇 蔡馥宇 葳格中學國際部 謝皓韋 葳格中學國際部 戴維呈 葳格中學國際部

26 JC08 彰化縣 精誠中學/陽明國中 百戰百勝 黃山峯 陳丞彥 精誠中學 高睿駿 陽明國中 楊凱淵 陽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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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JD01 苗栗市 建台中學 夢之隊 林陳源 李政倫 建台中學 蔡易熾 建台中學 李英愷 建台中學

28 JD02 台北市 臺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 阿達心裡苦但阿達不說 陳彥霖 劉懿賢 臺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 郭昱 臺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 王詩婷 臺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國中部)

29 JD03 台中市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北新國中NO.2 游世南 王彥程 北新國中 巫唐印 北新國中 賴建廷 北新國中

30 JD04 台南市 建興國中/南科國際實驗中學雙語部  不會噴火的草泥狗也想 帥氣的噴著火 孫蜂揮 郭鴻霆 建興國中 黃丞緯 建興國中 鄭凱中 南科國際實驗國民中學雙語部

31 JD05 桃園市 內壢國中 Safari 劉世堰 葉騏嘉 內壢國中 陳威愷 內壢國中 傅翊樸 內壢國中

32 JD06 新竹市 三民國中/ 培英國中/建華國中 拓荒者 林文民 陳建唯 三民國中 張峻瑋 培英國中 蘇一翔 建華國中

33 JD07 台南市 建興國中/大成國中 麥當勞1號大麥克+D餐 孫蜂揮 林哲誼 建興國中 趙偉翔 建興國中 郭晉宇 大成國中

34 JD08 台中市 葳格中學國際部/向上國中/僑泰中學國中部 ACE王牌 林雯玲 方璿瑞 葳格中學國際部 楊森富 向上國中 蔡慶盈 僑泰中學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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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E01 新北市 忠孝國中 John cena 鄭雅玲 盧楷勛 忠孝國中 林巧茹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蔡承偉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36 JE02 台南市 金城國中/文賢國中 Led電燈泡 孫蜂揮 許奕賢 金城國中 邱耀陞 金城國中 劉承翰 文賢國中

37 JE03 台中市 溪南國中 撥撥拉拉贏菊花 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胡啟有 林子純 溪南國中 廖宇柔 溪南國中 林俊廷 溪南國中

38 JE05 雲林縣
雲林縣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

/雲林縣正心中學/雲林縣東勢國中
ㄉㄧㄡˇ 粘振國 羅翊宸 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 陳震齊 正心中學 林悅聖 東勢國中

39 JE06 彰化縣 精誠中學/陽明國民中學 名揚四海 黃山峯 黃振洋 精誠高中 張祐麒 精誠高中 葉舜斌 陽明國中

40 JE07 高雄市 福山國中/三民國中 e之鉗子 蔡德暐 翁證翔 福山國中 李睿寓 三民國中 黃柏凱 道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41 JE08 台南市 德光中學/忠孝國民中學 丹丹漢堡7號餐+超長熱狗… 孫蜂揮 黃尹謙 德光中學 吳宇森 忠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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