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隊伍名稱 隊伍學校名稱 教練 指導老師 1. 隊員姓名 2. 隊員姓名 3. 隊員姓名 4. 隊員姓名 5. 隊員姓名 6. 隊員姓名 7. 隊員姓名 8. 隊員姓名 9. 隊員姓名 10. 隊員姓名

1 新北市 危雞大作戰隊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張力仁 林冠甫 曾鈺翔 馮柏源 馮家宏 黃宇盛 戴廷聿 黃聖祐 黃楚恩 張定緯

2 新竹縣 Pineapple can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國中部 陳永龍 詹麗卿 陳岳頎 陳彣昕 彭佑萱

3 臺中市 C.Y.S.P.L 華盛頓高級中學 王忠俊 吳柏樫 陳子洧 陳威郡 林育昇 許郡安 潘世瑋 張祐暄 潘政全 陳婕妤 林泰然 楊智翰

4 嘉義市 H-STAR 嘉義女中 蘇義賢 謝沛潔 蕭姵甄 李凱馨 邱芯怡 歐瑋婷

5 新北市 我是倖存者 格致高中 蔡嘉聰 李國呈 陳俊曄 李思肯 李彬維 王立冠 陳麒仁 李沛霖 張莉琪 劉仁俊 鄧力允 黃勁睿

6 新北市 挳火雞專賣店隊 恆毅中學 張力仁 林奕光 丁于宸 余祥任 吳泓緯 吳秉軒 李澤宇 陳禹丞 潘源承 蔡宇承 盧彥霖 顏子堯

7 臺中市 星爆之力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沈素珊 陳盈如 石恩聖 林以 陳頤

8 臺中市 藍色香菇 豐東國中 王天佑 王力平 陳宥全 王立煒 王國安 蘇塏崴 吳孟其 張愷芸 宋如庭 魏宗仁

9 臺中市 超級動物小聯盟 溪南國中 胡啟有 宋淑娟 劉慧祺 黃懌欣 林子純 林暐倫 楊宇翔 陳宥霖 陳浩洋

10 新北市 G雞超人隊 恆毅中學 李東原 伍宏麟 李宗叡 李致廷 郭昱宏 陳紘誼 黃昱勛 吳浩祥 周秉宏 梁凱博 黃詠宸 廖奕丞

11 臺中市 我愛圓圓 豐東國中 王天佑 王力平 張庭源 周韋澔 吳鎔均 羅卉昀 黃宇甄 胡瑋倫

12 彰化縣 鹿高無所不GG隊 鹿港高中 楊錦明 鄭凌韻 蔡品洋 林冠明 黃薪宇 楊惠婷 許紹謙 張富松 黃揚

13 新北市 我愛肯德基 恆毅中學 林奕光 賴勇先 林冠廷 羅子傑 陳元翰 劉慈園 洪佑澤 蔡玓璉

14 臺中市 日正當中 日南國中 黃淑勤 黃淑勤 林胤辰 郭誠宏 劉川愷 林弘杰 林俊佑 卓价亨 蔡瑋宸 駱長億 沈泳翰 張家泰

15 臺中市 我們就是蝦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夏梅娟 李曉萍 袁鉦皓 洪承葳 張釋揚 謝光傑 林渟桂 李宗祐 詹聿誠 張偉帆

16 新北市 黃楷雞 恆毅中學 賴勇先 李東原 洪睿呈 郭駿廷 謝翔 張睿芃 黃楷宸 陳庚甲 王世傑 顏瑋頡 廖璿安 李家維

17 新北市 咕咕雞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張力仁 陳奕辰 詹傅宇 林揚竣 張哲瑜 江建睿 林軒至 吳湣檉 劉恩齊 林建廷 陳凱富

18 新北市 淡江是一個團隊 淡江高中 盧星宇 顧志華 羅恩垚 蘇景弘 潘奕楨 李翊亘 簡于庭 游汶

19 嘉義市 冠燕齊飛 嘉義市北興國中 沈奕成 王靜儀 林冠廷 呂家佑 陳格非 楊晏旻 簡恩生 黃鈵棋

20 臺中市 北新國中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許鈴佑 游世南 林家葦 耿苡榛 王宥竣 蘇家賢 潘承佑 繆兆威 陳冠吉 陳冠全 王彥程 巫唐印

21 臺中市 B.B.8 華盛頓高級中學 王忠俊 吳柏樫 陳慶璇 王浩宇 李元隆 柯秉宏 李郁婕 林翊傑 陳昶旭 陳詩棋

22 嘉義市 懶得跟你獎 嘉義市北興國中 沈奕成 王靜儀 趙健凱 黃哲榆 李承憲 劉睿烜 蔡緯宸 王重鈞 陳承泰 洪家業 林原甫

23 臺中市 崇倫蜂了 崇倫國中 黃忠志 陳美岑 王亮丁 徐艾 吳育丞 蔡程皓 蔡易霖 韓迺國 魏銚容 吳振一 林紘偉 林姿女勻

24 臺中市 infitity 台中女中 王裕德 王裕德 李英華 宋家嬅 張瓊方 魏詠新 蔡雅愛 黃羽慈 陳嘉汝 蔡茗伊 簡寧萱

25 新北市 天雞不可洩漏隊 恆毅中學 林奕光 賴勇先 李冠誼 林禹瀙 楊宸鑫 葉昰廷 劉書寰 蔡承廷 蔡政哲 鍾雨衡 羅大毅

26 臺中市 Wise Of Wagor 葳格高級中學國際部 黃凱煇 盧家俊 鄭逢縯 莊睿超 黃安婕 陸華崑 陳濬瑋 蔡尚珉 蔡易達 黃楚元 紀聿軒

27 嘉義市 王者再臨 嘉義市北興國中 沈奕成 王靜儀 陳奕翔 郭芷榛 李威霖 黃筠媗 王若禎 李孟家 陳宥均

28 新北市 無骨雞 恆毅中學 李東原 伍宏麟 柯 毅 陳宇綸 曾宇駿 黃柏翔 李承恩 徐筠理 蔡博宇 黃義驊

29 臺中市 梧棲國中 梧棲國中 劉明合 劉明合 陳冠宇 楊劼宬 羅沅圳

30 新北市 POTG 恆毅中學 張力仁 林奕光 賴韋呈 葉庭瑜 楊秉諴 陳冠志 胡皓昀 陳正邦 洪柏華 林承翰 黃鵬睿 王彥傑

31 屏東縣 卡米龍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周鳳文 呂清豪 陳柏諺 林楷哲 朱益佑 趙學寬 利榆喬 王辰皙

32 臺中市 動物軍團 溪南國中 胡啟有 陳柏宇 蘇子庭 林俐妤 蔡宗翰 盧彥希 陳立書 何明勳 楊智仁

33 臺南市 K. E. W. G. （『廚』惡『蚓』善） 臺南市佳里國中 林宗祺 黃雅琪 吳佩穎 鍾佳晉 曾紹恩 曾紹剛

34 新北市 淡江金雞隊 淡江高中 盧星宇 顧志華 羅飛 廖成緯 劉士緯 黃俊瑜 李宸宇

35 臺中市 興趣使然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鄭培偉 黃冠倫 陳育晟 王泓文 林裕棠 王琮穆 詹竣翔 黃泓棋 李宗褘 李佳陞

36 嘉義市 北興a隊 嘉義市北興國中 沈奕成 王靜儀 巫宗翰 蕭峻益 蔡翔宇 王芊貴 劉宇涵 謝和哲 黃頎閎 陳柏豪 郭鎮愷

37 新北市 我們贏了對不隊 GO GO雞(台語) 恆毅中學 張力仁 林奕光 張與修 陳諺廷 林祐聖 吳承諺 姬萱亭 傅戎瑍 許文鑫 潘逸文 伍欣宜 蔡舒閔

38 新北市 淡江神人隊 淡江高中 盧星宇 顧志華 呂子慶 張桓睿 范維哲 袁翊欣 莊冠呈

39 嘉義市 決勝王妃 嘉義市北興國中 沈奕成 王靜儀 吳惠雯 吳若揚 陳玉萱 張舒晴 劉宸安 林沁儒

40 臺中市 放牛吃草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李曉萍 黃慧嫻 林稔耘 簡宏桀 鄭傑元 廖俊宇 廖勁捷 陳秀峰 林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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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臺南市 黑琵 bird's Day 海東國小 王怡方 洪駿命 翁睿廷 吳亭箴 姜瑀濬 高頂軒 蘇縉揚 黃柏勳 李品翰 黃妍霏

42 臺中市 HSA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陳建州 游世南 劉家翔 許冠泓 葉劭楷 余登豐 林育敬 陳禹安 林奇頡 羅文喬 林冠名 齊又勗

43 彰化縣 鹿高再還我一次GG三比零 鹿港高中 楊錦明 鄭凌韻 石育達 吳祐毅 陳世宗 張亦萱 鄭祐杰 黃翔威

44 新北市 危雞百科隊 恆毅中學 賴勇先 李東原 朱浚豪 吳承晏 林宥均 林恩睿 洪睿孚 張紘睿 陳震維 程顥 蕭丞佑 薛丞佑

45 臺南市 橫行霸道 南光中學 歐竹原 李佩錚 翁坤鐸 陳亮瑜 蔡承旭 陳渤珅 周柏穎 翁坤澤 潘冠宇

46 新北市 Gas and gaiters 格致高中 潘國正 林郡君 陳柏宇 邱弘群 葉家妤 葉昱廷 陳家儀 楊家驊 梁亦安 劉騏逸 林宜德 洪國維

47 新北市 GECKO 大埔國小 吳淑玲 李麗美 孫敬 尢晨安 陳培元 陳禹齊 陳宛妤 許君豪 李安 胡芯綺

48 新北市 超級拉雞隊 恆毅中學 賴勇先 李東原 王偉全 尤泓琪 胡郁騰 張智傑 呂權庭 李昱稼 李睿軒 許傑凱 黃庭奎 葉育碩

49 新北市 This is how we play 格致高中 張富翔 楊于萱 陳映汝 丁柏丞 高珩軒 李樹勳 吳承軒 黃浚豪 鄭至傑

50 新北市 搶得先雞 恆毅中學 伍宏麟 張力仁 古博霖 李安庭 張心元 蕭晴尹 王奕弘 張名喨 陳永清 吳杰倫 何嘉宸 陳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