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男生高年級組    

1. 單位：上石國小    

領隊：鄭淑真 教練：黃建昌、廖昱程 管理：閔柏惠 隊長：李宇勝 

隊員：    

李宇勝 羅丞廷 林軍宇 許維耘 

沈孜澔 李尚恩 許暐倢 張翔斌 

賴柏元    

2. 單位：雲林大埤國小    

領隊：王昇泰 教練：蕭炳宏 管理：李慧珍 隊長：謝博丞 

隊員：    

謝博丞 徐瑞謙 張凱勛 張少綸 

張仁碩 許淵筑 王品鈞 李承恩 

雷秉雄 劉伯義   

3.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渝昇、莊玥雲 管理：巫雪甄 隊長： 

隊員：    

林昱辰 陳柏恩 曹宇勝 曹宇翔 

劉泳承 蔡承傑 鄭佑鑫 陳宥辰 

王崇恩 鄭丞翔   

4.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劉淑秋 教練：楊博文  許學泓 管理：張碩翰 隊長：林家洋 

隊員：    

林家洋 林科元 李展碩 鍾鈜宇 

余政翰 李嘉勳 呂亦喬 鄭宇佑 

鄭舒詠 陳仲徽   

5.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歐建成 管理：蔡重珍 隊長：茒承霖 

隊員：    

茒承霖 蘇堂驊 曾睿恩 賴嘉晟 

陳品硯 王泓鈞 林宏澤 林佑昕 

張鈞羿 鄭佳冠   

6. 單位：義學國小    

領隊：張照璧 教練：林佳慧、黃禹勝、謝祐廷 管理：林衍均 隊

長：黃立仰 

隊員：    

黃立仰 陳芃均  黃川恩 顏貫軒 

吳宥鈞 陳韋翰 黃川益  顏燦仰  

7. 單位：鹿港國小    



領隊： 教練：林宣名、葉哲豪 管理：李明彥 隊長： 

隊員：    

李書佑 楊宗穎 黃翊祐 王晨軒 

許家齊 呂昀宸 黃郁程 廖允樂 

鄭琮叡    

8. 單位：內新國小    

領隊：林淵輝 教練：陳思嘉、林晉毅 管理：李珮菁、林憶涵 隊

長：蔡翔宇 

隊員：    

蔡翔宇 楊諺志 林于鈞 張皓宸 

鄭富家 陳譽文 黃惠安 黃惠能 

陳盈澍 韓詠恩   

9.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輝 教練：黃昱誠、余昆政、唐奕瑄 管理：蘇紫晴 隊

長： 

隊員：    

陳宏宇 李柏成 陳紹紘 卓沅壕 

蔡人維 楊博宇 劉澄洋 劉宇濬 

蘇培霖 陳肇乾   

10.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謝淵智 教練：何晉旻、黃哲億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李斈奇 鐘紹軒 周沐澤 許智棋 

胡友柏 邵偉值 劉冠宇 羅桑崧宇 

張巽堯 陳永泰   

11. 單位：炎峰國小    

領隊：陳恒聰 教練：連富吉、古牧玄、廖芠袖 管理： 隊長：陳俊侑 

隊員：    

陳俊侑 鄒勝勳 陳浩洋 林思佑 

張定康 江亮頡 吳昀泰  

12.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楊隆溝 隊長：柯勇全 

隊員：    

柯勇全 楊益安 林育辛 周建佑 

邱宇簾 洪文凱 陳囿尹 陳囿鳴 

周禾蒼 李洸諭   

13. 單位：彰化大竹國小    

領隊：柯文吉 教練：陳宗翰 管理：王舒玫 隊長：蔡永騰 



隊員：    

蔡永騰 吳宣稷 張智翔 楊東橙 

張朔豪 林昱佑 楊鑫 吳宇捷 

何秉融 謝浚勝   

14.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楊傑幃 管理：周佳慧 隊長：王基淯 

隊員：    

王基淯 簡楷翰 陳右唯 黃俊憲 

潘家煒 林嘉富 張凱傑 蔡淙榆 

國小男生中低年級組    

1. 單位：雲林大埤國小    

領隊：王昇泰 教練：蕭炳宏 管理：許顏麒 隊長：郭宗諺 

隊員：    

郭宗諺 呂宗承 嚴睿康 魏子程 

嚴睿挺 楊傑宇 林義捷 張茂榮 

張哲瑛 林軒藙   

2.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渝昇、莊玥雲 管理：巫雪甄 隊長： 

隊員：    

李育霖 蔡承洋 蔡卓諺 王懷白 

楊凱翔 翁鉦曜 紀星耀 詹和叡 

陳宇恩 陳東翰   

3.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劉淑秋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陳晏詳 

隊員：    

陳晏詳 蔡維侖 李威侖 王少羿 

林詠翔 王亮鈞 呂宇浩 蘇微謙 

林承漢 劉恩睿   

4.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王仕賢 管理：蔡重珍 隊長：林敬祐 

隊員：    

林敬祐 潘冠良 吳科諺 陳羿廷 

徐浩瑋 徐瑞成 陳育嘉 高冠恆 

江品澤 楊昊恩   

5. 單位：南投草屯國小    

領隊：陳文燦 教練：洪偉嘉 管理：王炎坤 隊長：簡廷恩 

隊員：    

簡廷恩 莊鎮瑋 蔡宜宗 林彥豐 



朱秉逢 曾靖惟 張力升 洪寬 

6.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輝 教練：唐奕瑄、余昆政、黃昱誠 管理：蘇紫晴 隊

長： 

隊員：    

紀竣崴 林品齊 蘇羿侖 紀淳皓 

紀承漢 陳肇宏 洪浚淇 卓沅翰 

李右軍 柯閔智   

7.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謝淵智 教練：黃哲億、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邵偉霖 吳逸凡 蔡俊斌 毛子翟 

蔡德順 周冠呈 陳竣諺 許書庭 

戴亨錡 林培澍   

8. 單位：彰化湖北國小    

領隊：陳獻旗 教練：陳金汶、丁國晉 管理：吳存濠、莊和王 隊

長： 

隊員：    

池安筳 何旻翰 楊竣棋 陳彥澄 

陳恒均 楊翊瑞 汪冠承 陳紘廷 

陳韋智 陳憲陞   

9. 單位：炎峰國小    

領隊：陳恒聰 教練：古牧玄、連富吉、廖芠袖 管理： 隊長：陳立峰 

隊員：    

陳立峰 蕭吉峰 李辰軒 賴奕圖 

莊博丞 曾翊鈞 吳宇泓 陳沛揚 

10.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楊隆溝 隊長：李承恩 

隊員：    

李承恩 邱弘翊 李政霖 賴嘉禾 

李睿恩 周喆寓 李梓瑞 邱豊學 

杜展育 陳竑睿   

11. 單位：彰化大竹國小    

領隊：沈勇志 教練：高守和 管理：林柏良 隊長：王偉祥 

隊員：    

王偉祥 陳宥叡 張允泓 楊承勳 

林彥丞 劉宇恩 何展兆 陳昊廷 

楊賀鈞 陳彥辰   



12. 單位：文昌國小    

領隊：梁博雍 教練：蔡育穎 管理：劉建宏 隊長： 

隊員：    

李喬鋆 林郁宸 林雍浚 林澤栩 

鍾弦祐 劉士熙 陳亮全 謝鈜宇 

13. 單位：后里育英國小    

領隊：王志嵩 教練：林建良、李國榮 管理：鄭永明 隊長：林郁承 

隊員：    

林郁承 羅子翔 鄭元傑 林冠佑 

林津瑞 施翔崴 林泊軒 林庭豪 

14.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珽 管理：周佳慧 隊長： 

隊員：    

凃彥呈 林縉 陳畊合 陳冠燊 

廖敏智 陳力寧 李振逸  

15.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王銘男 教練：王重智 管理：石瓊芳 隊長： 

隊員：    

王柏鈞 趙晟睿 陳楷霖 李泓毅 

吳冠岑 蔡宇翔 陳宇軒 何承叡 

國小女生高年級組    

1. 單位：雲林大埤國小    

領隊：王昇泰 教練：邱祥晴 管理：陳依婷 隊長：嚴紓璇 

隊員：    

嚴紓璇 張宜羚 張婷怡 張佩瑄 

塗孟函 呂佩妮 李淑貞 顏俐涵 

林欣惠 顏珮存   

2.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巫雪甄、莊玥雲 管理：楊秋絹 隊長： 

隊員：    

劉芷妍 周芳瑜 張宇彤 林芸汝 

沈煜潔 陳芃蓁 黃筱文 陳冠穎 

柯閔薰 蔡可萱   

3.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王仕賢 管理：蔡重珍 隊長：曾尹恩  

隊員：    

曾尹恩  林宥妤  唐橙妍  辛雨涵 

曾芊妤 王佳禾 陳以茜 郭紫穎 



陳郁慈 鄒子閑   

4. 單位：義學國小    

領隊：張照璧 教練：黃禹勝、謝祐廷、林佳慧 管理：林衍均 隊

長：楊智涵  

隊員：    

楊智涵  方賴慧 楊智晴 黃尹岑 

馬詩雨 馬詩晴 陳又溱 顏識容 

王俞姍    

5. 單位：雲林安慶國小    

領隊：李瑪莉 教練：翁嘉隆、郭彥成 管理：許崢嶸 隊長：李昕頤 

隊員：    

李昕頤 吳依璇 梁容甄 簡瑜萱 

楊祚媛 簡溱儀 廖品堻 張立言 

吳晨希 張立齊   

6. 單位：內新國小    

領隊：林淵輝 教練：林晉毅、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李珮菁 隊

長：張子萱 

隊員：    

張子萱 王瑜琦 林芷沂 林品嫻 

簡冬晴 柯宜彤 戴筱霖 梁詠婷 

陳詠嵐 吳凱俽   

7. 單位：頂番國小    

領隊：陳豔紅 教練：張安呈 管理：白易仙 隊長：柯昀姍 

隊員：    

柯昀姍 陳庠燕 王映淇 張家瑜 

萬亭萱 白昀巧 林玟妤 林韋均 

王韻淳 陳季荷   

8.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謝淵智 教練：陳煥文、黃哲億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陳毓佳 洪嘉翎 陳玟均 毛宣予 

張郡庭 陳翌稜 蔡佩儀 楊婷伃 

葉庭妤 陳靜柔   

9.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吳宗恆、余冠瑾、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

長：簡宥嫺 

隊員：    

簡宥嫺 吳宥蓁 凃俞安 林沂嫻 



吳芷米 陳禹霈 賴禹岑 朱笠棋 

陳煜莘    

10. 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隆 教練：陳文通 管理：林昆慶 隊長：楊洧羚 

隊員：    

楊洧羚 林子善 邱佩娟 陳奕伶 

陳巧屏 温心萍 莊毓晴 廖妘睿 

曾怡君 李易儒   

11.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 管理：周佳慧 隊長： 

隊員：    

陳季嫻 周慈雅 周云柔 王苡安 

邱可琍 賴亭聿 何姵儀  

12.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王銘男 教練：王重智 管理：石瓊芳 隊長： 

隊員：    

王郁雯 梁雅涵 許芳瑜 陳苡瑄 

張芸瑄 黃笠捷 王晨安 林蘭亭 

國小女生中低年級組    

1. 單位：雲林大埤國小    

領隊：王昇泰 教練：邱祥晴 管理：歐偉志 隊長：吳欣庭 

隊員：    

吳欣庭 沈云珊 劉心五 張雅涵 

劉家融 歐亭攸 陳曦 魏子芸 

李洧萾 黃伊岑   

2.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林錦誠、莊玥雲 管理：林淑菁 隊長： 

隊員：    

蔡姍霓 王妍心 楊可竹 陳蓁悅 

林芸品 黃語婕 洪莉紗 洪采寧 

林姍姍 吳珮儀   

3.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劉淑秋 教練：楊博文  賴凡鎧 管理：張碩翰 隊長：楊閔綺 

隊員：    

楊閔綺 余佩芸 胡意妃 楊琇伃 

邱筵臻 林妍希 李宜真 林羽姮 

林雅樂    

4.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蔡重珍 管理：鄭竹軒 隊長：林子筠  

隊員：    

林子筠  陳姵媗 劉心喜  陳宥岑  

江予晴  蘇蔓  王筠筑  尤姿云  

楊翊晴  林昀臻   

5. 單位：彰化湖北國小    

領隊：陳獻旗 教練：丁國晉、陳金汶 管理：吳存濠、莊和王 隊

長： 

隊員：    

莊育瑄 蘇暄雯 黃歆甯 林庭筠 

謝忻庭 黃怡妙 何秋序 林婕妤 

曾喬甯 蔡蕎伊   

6. 單位：中興國小    

領隊：陳世育 教練：舒信強、陳瑞禮、李俊霖、李俊樺 管理：陳羿庭

 隊長：許佑瑋 

隊員：    

許佑瑋 趙立琳 陳冠妤 張珺涵 

林保君 黃郁淇 陳巧銀  

7.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王銘男 教練：王重智 管理：石瓊芳 隊長： 

隊員：    

姚沂均 何佩蓉 陳昕妤 胡軒菡 

蔡宜宸 許韶云 楊欣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