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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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中市 亮君承翰戰神 陳龍雄 林亮君 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承翰 中科實中國中部

2 桃園市 永續藻礁隊 陳仁修 張崇仁 復旦高中 王騰翔 復旦高中 李丞恩 復旦高中

3 臺南市 良馬 趙景松 陳翊寧 臺南海事 薛宏緯 臺南海事 洪茗偉 臺南海事

4 臺中市 北新國中 陳建州 羅文喬 北新國中 陳禹安 北新國中 林家葦 北新國中

5 苗栗縣 快足旋風 楊高智 楊力全 苗栗縣新南國小 詹賀元 苗栗縣新南國小 張楷寧 苗栗縣新南國小

6 臺中市 我愛猴子 黃忠志 王佳揚 崇倫國中 吳育丞 崇倫國中

7 桃園市 成功神之腳1 張凱皓 朱堉彣 桃園市成功國小 邱冠磬 桃園國中

8 臺中市 多啦B夢 黃忠志 葛知典 崇倫國中 徐艾 崇倫國中 蔡程皓 崇倫國中

9 桃園市 成功神之腳2 張凱皓 鄭宇倫 桃園市成功國小 巫亭緯 桃園國中 蔡承邑 桃園市成功國小

10 新北市 Tigris 謝朝安 黃智謙 華興中學國中部 呂育展 秀峰高中國中部

11 臺中市 我要 我瘋 我愛 就是要這樣 胡啟有 陳定壑 臺中高工 陳宥霖 溪南國中

12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06 古雲賜 蕭柏榮 治平高中 呂志鋐 治平高中

13 臺中市 有空再說 胡啟有 林暐倫 溪南國中 吳嘉銘 臺中高工 謝宗佑 溪南國中

14 新北市 pardus 謝朝安 范晟暐 普台高中 闕壯彣 育成高中 林品齊 介壽國中

15 臺中市 允維 with 育秀 陳龍雄 蔡允維 五權國中 朱育秀 臺中高工

16 臺南市 遠東資管勇士 蕭佳明 游秉文 遠東科大 郭庭沅 遠東科大

17 臺中市 串串 葉冬棋 李承翰 臺中一中 王順鴻 臺中一中 許碩恩 臺中一中

18 屏東縣 明正足球C隊 呂清豪 楊柏鑫 明正國中 朱益佑 明正國中

19 高雄市 雄聚聚 蔡受勳 蔡忞佑 高雄中學 陳星霖 高雄中學 陳冠達 高雄中學

20 臺中市 溪南國中二號 胡啟有 陳立書 溪南國中 蔡宗翰 溪南國中

21 高雄市 雄聚賢流 廖寶瑾 杜柏賢 高雄中學 盧建評 高雄中學 黃于軒 高雄中學

22 苗栗縣 足霸天下 沈惠英 陳劭齊 照南國中 楊晏丞 君毅中學

23 彰化縣 彰興聞碩宗佑隊 賴姵伶 李聞碩 彰興國中 陳宗佑 彰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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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中市 F5 Restart 游家政 賴俊霖 勤益科大 徐炳辰 僑泰高中

25 屏東縣 明正足球B隊 呂清豪 陳柏妤 屏東女中 林楷哲 明正國中

26 臺南市 柏勛想要有妹妹 趙景松 馮柏勛 臺南海事 江信穎 臺南海事 趙俊堯 臺南海事

27 臺中市 凌波微步 黃忠志 蔡易霖 崇倫國中 潘璿嘉 崇倫國中

28 新北市 SOY condimentum 謝朝安 劉定鈞 秀峰高中 林梓獻 秀峰高中

29 新竹縣 翻轉足球機器人 陳龍雄 陳昱辰 仁愛國中 洪睿遠 博愛國小 黃柏勳 成功國中

30 桃園市 復旦高中紫錐花隊 陳仁修 藍政傑 復旦高中 王昱鈞 復旦高中 吳秉諭 復旦高中

31 臺中市 三個人的假吧旅程 李曉萍 孫國豪 霧峰農工 李宗祐 霧峰農工 廖俊宇 臺中高工

32 臺中市 沒事就睡覺 胡啟有 楊宇翔 溪南國中 楊智仁 溪南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