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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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隊員姓名 2. 隊員學校 3. 隊員姓名 3. 隊員學校

A桌

SA01 基隆市 哈雷戰士 劉邦仁 李禹萱 輔大聖心高中 劉高甸 臺灣海大 劉芷妤 輔大聖心高中

SA02 臺中市 大明一隊 蔡銘育 吳秉恩 大明高中 邱瑞彬 大明高中 張鈞智 大明高中

SA03 臺北市 內工電子 蕭仰均 張治尹 內湖高工 曹晉瑋 內湖高工 周柏睿 成功高中

SA04 桃園市 啟英原味奶 馮建中 林展佑 啟英高中 林鈺騏 啟英高中 饒善閔 啟英高中

SA05 雲林縣 TGC 粘振國 魏廷霖 正心中學 魏浩年 西螺農工 黃展璿 正心中學

SA06 新北市 Md.Monster dream 許國財 廖韋翔 東海高中 王正杰 東海高中 賴永濬 東海高中

SA07 南投縣 黃河入菜頭 歐文性 何泳儀 竹山高中 黃姵儒 竹山高中 蔡郁芳 竹山高中

SA08 苗栗縣 好想睡 黃新福 陳則宇 君毅高中 張詠傑 君毅高中 彭郁齊 君毅高中

SA09 臺中市 The Imitation Game 王士豪 蔡亞哲 明道中學 蔡亞倫 明道中學

SA10 新竹市 飛行者 林文民 林郁傑 中興大學 黃益泓 明新科大 李翰寬 新竹高中

B桌

SB01 新北市 GJ-This is how we play 張富翔 丁柏丞 格致中學 莊博智 格致中學 高珩軒 格致中學

SB02 臺南市 昨天在敦煌書局買了一本小說 孫蜂揮 郭鴻霆 臺南一中 陳柏菖 臺南二中 鄭凱中 南科實驗高中

SB03 臺北市 DKN-Exorcist 魏士楷 譚力誠 大安高工 李柏毅 大安高工

SB04 苗栗縣 火箭隊 林陳源 林欣磊 新竹高中 李政倫 苗栗農工 張財福 大湖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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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05 桃園市 學校名字好長 魏士楷 邱鉦淳 北科附工 蕭哲佑 北科附工 鄒鎧亦 北科附工

SB06 新北市 滿分就是我 林志隆 朱東坡 奎山高中 李承儒 松山工農 陳俊曄 格致中學

SB07 新北市 lIlIlIlI 許國財 郭王成 東海高中 吳彥霆 東海高中 陳雨翰 東海高中

SB08 臺中市 勾形愛迪達 蔡銘育 江彥霆 大明高中 李見文 大明高中 吳敬隆 大明高中

SB09 臺北市 特斯拉NO.1 洪子銘 黃士展 南港高工 曾士祺 南港高工

SB10 新竹市 陀螺幫幫我 林文民 楊皓寧 新竹高中 張祐嘉 新竹高中 王冠智 新竹高中

C桌

SC01 新北市 兄弟說帶頭牛出門散步 許國財 王韜智 東海高中 王淮安 東海高中 方譽翔 東海高中

SC02 苗栗縣 苗栗火箭隊 林陳源 高振育 新竹高中 李立安 君毅中學

SC03 臺南市 小象胖胖 孫蜂揮 蔡宇淮 新營高工 黃子恩 臺南高工 郭晉宇 崑山高中

SC04 高雄市 紅鯉魚與綠鯉魚語驢 廖寶瑾 劉皓宇 高雄中學 洪新凱 高雄中學 賴楙勛 高雄中學

SC05 臺北市 RBH1 魏士楷 何秉育 大安高工 莊維勝 大安高工 林沛穎 大安高工

SC06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01 黃雅謙 蔡定維 治平高中 吳俊宏 治平高中

SC07 臺北市 小精靈 陳彥霖 楊浩華 私立復興高中 周韋伶 私立復興高中

SC08 新竹市 芭樂甲金蕉 李嘉凰 葉峻維 新竹高中 周楷紘 竹南高中

SC09 屏東縣 美和星屋 鄭安棋 張凱翔 美和高中 許芷綾 美和高中

SC10 新北市 古有神牛嚐百草 許國財 林陳盛 東海高中 林育緯 東海高中 蔡昊軒 東海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