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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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呃你知道我們叫什麼嗎 湯又瑋 吳承儒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懷御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JA02 臺中市 幽靈出沒 胡啟有 林俐妤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廖佳琳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蘇子庭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JA03 臺中市 ACE王牌 朱怡蓉 方璿瑞 台中市 私立葳格中學國際部 黃睿程 台中市私立立人中學國中部 周柏翰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JA04 臺中市 邊緣人 湯又瑋 陳奕翔 臺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賴省睿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宏洋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JA05 臺中市 金牌No.1 謝家靜 陳偉浚 台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齊得鈞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JA06 臺中市 爽文Star 林慧雲 曾禾翌頡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簡瑜瑶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JA07 臺中市 暫定 洪銘鴻 蔡秉宏 海聲華德福學校 陳宥齊 台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JA08 臺中市 Ghostly Team 黃忠志 程帝鈞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盧冠呈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JA09 臺中市 LUCKY 王俊麟 張世侑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鮑柏丞 台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JA10 臺中市 HONOR 黃忠志 標冠庭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孫卓群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JB01 臺中市 陰陽師 胡啟有 施宥鵬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國民中學 陳昱凱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國民中學 周彥廷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國民中學

JB02 臺中市 戰神 湯又瑋 蕭睿哲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焦睿語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蔣政煒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JB03 臺中市 魚在我這裡 洪銘鴻 陳意舒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顏邑岑 臺中市立鹿寮國中

JB04 臺中市 中平之星 李曉萍 簡宏桀 台中市立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鄭傑元 台中市立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JB05 臺中市 僑泰GoGoGo 張廷鋐 蔡慶盈 台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鄭琮運 台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JB06 苗栗縣 夢之隊 林陳源 李英愷 建台中學 李玠澄 維真國中 陳昱維 新港國中

JB07 臺中市 來自星星的太陽 胡啟有 林子純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廖宇柔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黃懌欣 台中市立溪南國中

JB08 臺中市 ＥＯＣＥＯ 王俊麟 張崴誠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枋恕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JB09 臺中市 只是一個隊伍 黃忠志 林紘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徐啓軒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JB10 臺中市 溪南國中 胡啟有 羅子宜 溪南國中 鄒幸鈞 溪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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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01 臺中市 我來自衛道 王俊麟 吳定栩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蘇敬勛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JC02 臺中市 強棒隊 林雯玲 鄭家承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柯竣瀚 台中市私立明德中學 黃品睿 彰化縣鹿鳴國中

JC03 南投縣 Never give up 鄒源晉 曹仕昀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祐碩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洪立宸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JC04 苗栗縣 照中94神 廖宗輝 王家佐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楊承霖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黃梓揚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C05 彰化縣 KU名揚四海 黃山峯 蘇政穎 明道中學 許哲瑜 鹿鳴國民中學 陳煥元 鹿鳴國民中學

JC06 雲林縣 fan in fun cry 粘振國 羅翊宸 雲林縣維多利亞雙語中學 李睿穎 雲林縣正心中學 蘇柏叡 雲林縣正心中學

JC07 臺中市 怪獸來敲門 胡啟有 劉慧褀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劉慧真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黃馨儀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JC08 臺中市 腳前二指撞樹根 黃凱煇 紀聿軒 葳格高中國際部 黃楚元 葳格高中國際部

JC09 彰化縣 合光 賴姵伶 林萱雅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陳鵬允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林宏恩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JD01 臺中市 星爆老司機 王俊麟 林以 台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蔡孟紘 台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JD02 臺中市 948794狂 胡啟有 黃翊哲 台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蕭譓贏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林慧玲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JD03 彰化縣 興求崛起 賴姵伶 王子睿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郭品增 彰化線立彰興國中 陳鵬允 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JD04 苗栗縣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宗輝 郭銘翔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曾彥舜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JD05 臺中市 飛翔 蔡億縉 許家翔 台中市馬禮遜美國學校 賴晉頡 台中市忠明國中 何孟哲 台中市立人高中國中部

JD06 雲林縣 外星人 粘振國 蔡家祐 雲林縣正心中學 李雨憲 雲林縣正心中學 楊舒凱 雲林縣正心中學

JD07 臺中市 我愛TPA 王俊麟 林彥廷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承希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彥儒 台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JD08 臺中市 勝者為王 李曉萍 詹聿誠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張偉帆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陳秀峰 台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JD09 臺中市 戰國的信長 林煒翔 吳庭育 大甲國中 林信佑 大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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