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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臺中市市長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ㄧ、宗  旨：推展全民體育，提倡籃球運動風氣，增進籃球技術水準。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體育總會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臺中一中、瑞穗國小、沙鹿國中、忠明高中、安和國中、修平科技

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五、比賽日期：  

     國中、高中組 108 年 4 月 22 日至 4 月 26 日（星期一~五） 

六、比賽組別與參賽資格：臺中市轄區內國中及高中在學學生 

       國、高中男子組限定一、二年級在學學生 

  (一)國中男子甲組。本市 107 年度 JHBL 甲組登錄報名之學校一律參加本組。 

  (二)國中男子乙組：臺中市轄區內非甲組國中學校之在學學生。 

  (三)國中女子組：臺中市轄區內國中之在學女學生。 

  (四)高中男子甲組：本市體育班籃球專長學生及 106、107 年度 HBL 登錄報名之球 

                    員一律參加本組。 

  (五)高中男子乙組：臺中市轄區內非甲組高中學校之在學學生。 

  (六)高中女子組：臺中市轄區內高中之在學女學生。 
 
 備註： 

1.國、高中組每隊可報名 18 位球員(得獎單位學生敘獎 14 位)，每場比賽可

登錄 12 位出場球員，每位球員不得跨隊或跨組參加比賽，各組報名不足四隊

（含）取消該組比賽(高中男子甲組除外)。 

2.國中男子甲組除上述規定之學校參加外，其餘學校可自由報名參加甲組或

乙組，唯學校如欲申請基層訓練站之經費，教育局僅採用賽事最高級之成績

(也就是甲組成績)，請國中學校自行斟酌報名。 

七、報名費用：每隊 2,000 元。(請於領隊會議時或第 1場出賽前繳交，並索取收據。) 

八、報名日期： 

(一)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3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止。 

(二)報名方式: 

請上 http://3s.nchu.edu.tw/72 報名系統報名 

報名完畢請下載報名資料，核章完後再上傳系統，方完成報名程序。 

九、為避免參賽球隊有棄權情事發生，凡棄權球隊停止本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主 

    辦或承辦之比賽一年。 

十、領隊會議及抽籤時間： 

(一)10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十點假沙鹿國中舉行。 

  (二)各組預賽賽制種子球隊依據 107 年度國、高中籃球聯賽臺中市成績。 

(三)請各參賽學校派員參加，未出席單位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十一、競賽制度與規則：預定採單敗淘汰製，但視報名情況調整。 

                    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頒佈之最新籃球規則。 

十二、獎勵： 

   (一) 獎勵方式:各組依報名隊數擇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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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隊以上，取前 8 名，5 至 8 名併列第 5名 2. 10 至 14 隊，取前 4名 

3. 9 隊（含）以下，取前 3名，各頒發獎狀【前四名，每隊頒發球員十四

人(以各隊報名表名單為頒發基準)】、獎盃乙座。 

(二) 本次活動承辦工作人員及優勝隊伍隊職員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

員獎勵要點規定敘獎。 

十三、申訴：有關球員資格之抗議，必須於該場比賽前提出，賽後概不受理；各隊 

如有申訴事件，應具正式書面申訴，於事實發生一小時內送達大會審 

查，並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判，不得再抗議。 

十四、參加選手之證明由學校提出在學證明（需附照片）或學生證。 

十五、附則： 

(一)凡參加球隊之交通食宿保險事宜，均由球隊自理。 

(二)各比賽球隊應於表訂開賽時間三十分鐘到場，並向記錄臺辦妥出賽手續， 

    同時繳交證明文件，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證件者，不得上場比賽。 

(三)臨場技術委員有權處理比賽中之所有技術問題。 

(四)比賽進行中嚴禁各球隊啦啦隊使用擴音器、鑼鼓及汽笛，以避免影響比賽   

進行，加油棒則不受此限。 

 （五）比賽隊伍如有未盡全力比賽，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則沒收比賽。 
十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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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本次比賽場地共有臺中一中、豐

原體育館、安和國中、忠明高中、

修平科技大學，請各校教練出發

前再次確認比賽場地。

二、除賽程時間誤植需更正外，不調

整賽程，如有錯誤，以時間表為

主。

三、本次賽事選手如有受傷情事，請

檢附單據至各校健康中心，依

「學生團體保險」辦理理賠事宜，

如需額外保險，請各校自行加保!!

4



比賽細則

(一) 比賽時間為四節，每節10分鐘不停錶，停
錶時機：裁判暫停、前3節最後1分鐘停錶、
第4節及延長賽最後2分鐘停錶、球隊暫停
停錶(暫停時間30秒)。節與節之間休息1分
鐘，中場休息2分鐘。

(二) 球隊至少球衣必須兩套。賽程表排名在前
的球隊，必須著淺色球衣（白色）；賽程
表排名在後的球隊，必須著深色球衣。

(三)穿著淺色球衣球隊席區（面向球場）位於
記錄台左邊；穿著深色球衣球隊席區（面
向球場）位於記錄台右邊，請學校自行準
備深、淺各一套號碼衣參賽。

(四) 本比賽除上述規定外，悉適用中華民國籃
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籃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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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甲組

青年

東山后綜

青年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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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預賽賽程表

(A) (B) (C)

(D) (E) (F)

(G) (H)

葳格

中二中 嶺東

長億 豐原 僑泰 台中
高工

明道 台中
家商

東大 弘文

華盛頓 大甲
高中

立人

致用

常春藤 新民

衛道 嘉陽

宜寧 興大
附中

霧峰
農工

光華

(I)

文華

清水 東勢
高工

忠明

(J)

大甲
高工

中一中 大明

4/22
中 9:30

4/24
中 13:00

4/23
中 9:30

4/22
中 08:30

4/23
中 8:30

4/24
中 14:00

4/22
修 08:30

4/23
修11:30

4/24
修15:00

4/22
修09:30

4/23
修15:00

4/24
修14:00

4/22
豐 13:00

4/23
豐 9:30

4/24
豐 11:30

4/22
中 10:30

4/23
中 10:30

4/24
中 15:00

4/22
豐 15:00

4/23
豐 11:30

4/24
豐 8:30

4/22
修 13:00

4/23
修 8:30

4/24
修 10:30

4/22
修 14:00

4/23
修 9:30

4/24
修 11:30

4/22
修 15:00

4/23
修 10:30

4/24
修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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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決賽賽程表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J1

J2

4/25
修 8:30

4/25
修 10:30

4/25
修 13:00

4/25
中 10:30

4/25
中 13:00

4/26
豐 8:30

4/25
中 8:30

4/26
豐 9:30

4/26
豐 12:30

4/25
修 9:30

4/25
修 11:30

4/25
修 14:00

4/25
中 11:30

4/25
中 14:00

4/26
豐 10:30

4/25
中 9:30

4/26
豐 11:30

4/26
豐 13:30

4/26
豐 15:00

4/26
豐 16:00

五

一

十三

六
十七

七

十四
二

九
三

十五

十八

十

十一

十六

四

十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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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組

決賽：

A1

(A)

(D)

龍津

忠明

B1 B2C1 A2D2

文華 僑泰

豐原 青年

D1C2

(C)

宜寧

東勢
興大

附中

明道

(B)

華盛頓

清水 台中女中

台中家商

4/22
忠 8:30

4/22
忠 14:00

4/23
忠 13:00

4/22
豐 8:30

4/23
豐 15:00

4/24
豐 13:00

4/22
豐 9:30

4/22
豐 10:30

4/23
豐 14:00

4/23
豐 13:00

4/24
豐 14:00

4/24
豐 15:00

4/22
修 10:30

4/22
修 11:30

4/23
修 14:00

4/23
修 13:00

4/24
修 8:30

4/24
修 9:30

4/25
忠 8:30

4/25
忠 9:30

4/25
忠 10:30

4/25
忠 11:30

4/26
忠 8:30

4/26
忠 9:30

4/26
忠 13:00

4/26
忠 14: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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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乙組—預賽賽程表

(A) (B) (C)

(D) (E) (F)

(G) (H)

太平

成功 新光

外埔 光榮 向上 弘文 梧棲 長億

立人 大華

華盛頓

爽文 清水大墩 順天 東大
附中

崇德 安和

福科 光德 四育 潭子

善水

五權

(J)

立新 光明

霧峰

(I)

居仁 北新

4/24
中 11:30

4/22
中 14:00

4/23
中 13:00

4/24
中 8:30

4/22
中 11:30

4/23
中 15:00

4/24
中 10:30

4/22
中 15:00

4/23
中 11:30

4/23
豐 08:30

4/22
豐14:30

4/24
豐09:30

4/22
豐11:30

4/23
豐10:30

4/24
豐10:30

4/24
中 9:30

4/22
中 13:00

4/23
中 14:00

4/22
安 9:30

4/23
安 10:30

4/24
安 10:30

4/22
安 8:30

4/23
安 9:30

4/24
安 11:30

4/22
安 10:30

4/23
安 11:30

4/24
安 8:30

4/22
安 11:30

4/23
安 8:30

4/24
安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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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乙組—決賽賽程表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J1

J2

4/25
安 8:30

4/25
安 09:30

4/25
安 13:00

4/25
豐 10:30

4/25
豐 8:30

4/26
安 9:30

4/25
豐13:00

4/26
安 8:30

4/26
安 12:30

4/26
安 15:00

4/26
安 16:00

4/25
安 10:30

4/25
安 11:30

4/25
安 14:00

4/25
豐11:30

4/25
豐9:30

4/26
安 11:30

4/25
豐14:00

4/26
安 10:30

4/26
安 13:30

五

一

十三

六
十七

七

十四

二

九
三

十五

十八

十

十一

十六

四

十二

八

11



國中女子組

決賽：

A1 B1A2B2

(A)

光明

神岡 福科

(B)

龍津

五權 梧棲

漢口 成功

4/23
忠 10:30

4/23
忠 11:30

4/22
忠 10:30

4/22
忠 9:30

4/22
忠 15:00

4/22
忠 16:00

4/22
忠 11:30

4/23
忠 8:30

4/23
忠 9:30

4/22
忠 13:00

4/23
忠 14:00

4/23
忠 15:00

4/25
忠 13:00

4/25
忠 14:00

4/26
忠 10:30

4/26
忠 11:30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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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台中一中

日期 時間 組別 (淺)比賽隊伍(深) 比數

4/22
(一)

08:30 高中男子組 東大附中 VS 僑泰高中

09:30 高中男子組 葳格高中 VS 長億高中

10:30 高中男子組 文華高中 VS 台中一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弘文高中VS立人國中

13:00 國中男子組 大華國中 VS 長億高中

14:00 國中男子組 新光國中 VS 東大附中

15:00 國中男子組 成功國中 VS 五權國中

4/23
(二)

08:30 高中男子組 東大附中 VS 台中高工

09:30 高中男子組 長億高中 VS 豐原高中

10:30 高中男子組 大明高中VS文華高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清水國中 VS 五權國中

13:00 國中男子組 東大附中VS順天國中

14:00 國中男子組 長億高中VS梧棲國中

15:00 國中男子組 向上國中 VS弘文高中

4/24
(三)

08:30 國中男子組 立人國中 VS 向上國中

09:30 國中男子組 梧棲國中VS大華國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清水國中VS成功國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新光國中 VS順天國中

13:00 高中男子組 豐原高中VS葳格高中

14:00 高中男子組 僑泰高中 VS台中高工

15:00 高中男子組 台中一中 VS大明高中

4/25
(四)

08:30 高中男子組 I2 VS  J2
09:30 高中男子組 D2  VS  E2
10:30 高中男子組 C1  VS  D1
11:30 高中男子組 I1  VS  C2
13:00 高中男子組 E1  VS 二勝

14:00 高中男子組 J1  VS 四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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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修平科技大學

日期 時間 組別 (淺)比賽隊伍(深) 比數

4/22
(一)

08:30 高中男子組 弘文中學 VS 明道高中

09:30 高中男子組 嘉陽高中VS 霧峰農工

10:30 高中女子組 清水高中VS台中家商

11:30 高中女子組 華盛頓高中 VS 台中女中

13:00 高中男子組 致用高中 VS 華盛頓高中

14:00 高中男子組 台中二中 VS 立人高中

15:00 高中男子組 嶺東高中 VS 常春藤中學

4/23
(二)

08:30 高中男子組 致用高中 VS 大甲高中

09:30 高中男子組 台中二中 VS 忠明高中

10:30 高中男子組 嶺東高中 VS 新民高中

11:30 高中男子組 弘文中學 VS 台中家商

13:00 高中女子組 台中家商 VS 華盛頓高中

14:00 高中女子組 清水高中 VS台中女中

15:00 高中男子組 光華高工VS嘉陽高中

4/24
(三)

08:30 高中女子組 台中家商 VS 台中女中

09:30 高中女子組 華盛頓高中 VS清水高中

10:30 高中男子組 華盛頓高中 VS大甲高中

11:30 高中男子組 立人高中 VS忠明高中

13:00 高中男子組 常春藤中學 VS新民高中

14:00 高中男子組 霧峰農工 VS光華高工

15:00 高中男子組 明道高中 VS台中家商

4/25
(四)

08:30 高中男子組 F2  VS  G2

09:30 高中男子組 A2  VS  B2

10:30 高中男子組 B1  VS  H2

11:30 高中男子組 G1  VS  H1

13:00 高中男子組 A1  VS 一勝

14:00 高中男子組 二勝 VS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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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豐原體育館
日期 時間 組別 (淺)比賽隊伍(深) 比數

4/22
(一)

08:30 高中女子組 龍津高中 VS 豐原高中

09:30 高中女子組 明道高中 VS東勢高工

10:30 高中女子組 宜寧中學VS 興大附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大墩國中 VS 華盛頓高中

13:00 高中男子組 衛道高中 VS宜寧中學

14:00 國中男子組 太平國中 VS 光榮國中

15:00 高中男子組 大甲高工 VS 清水高中

16:00 高中男子甲組 青年高中 VS 青年體育班

17:00 高中男子甲組 東山高中 VS 后綜高中

4/23
(二)

08:30 國中男子組 太平國中 VS外埔國中

09:30 高中男子組 衛道高中 VS興大附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華盛頓高中 VS 爽文國中

11:30 高中男子組 大甲高工 VS東勢高工

13:00 高中女子組 明道高中 VS 宜寧中學

14:00 高中女子組 東勢高工 VS 興大附中

15:00 高中女子組 龍津高中 VS 青年高中

16:00 高中男子甲組 青年高中 VS東山高中

17:00 高中男子甲組 青年體育班 VS后綜高中

4/24
(三)

08:30 高中男子組 清水高中 VS 東勢高工

09:30 國中男子組 外埔國中 VS 光榮國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大墩國中 VS爽文國中

11:30 高中男子組 宜寧中學 VS興大附中

13:00 高中女子組 豐原高中 VS青年高中

14:00 高中女子組 明道高中 VS 興大附中
15:00 高中女子組 宜寧中學 VS 東勢高工
16:00 高中男子甲組 后綜高中 VS青年高中
17:00 高中男子甲組 東山高中 VS青年體育班

4/25
(四)

08:30 國中男子組 I2  VS  J2
09:30 國中男子組 D2  VS  E2
10:30 國中男子組 C1  VS  D1
11:30 國中男子組 I1  VS  C2
13:00 國中男子組 E1  VS 二勝
14:00 國中男子組 J1  VS 四勝

4/26
(五)

08:30 高中男子組 五勝 VS  六勝
09:30 高中男子組 七勝 VS  八勝
10:30 高中男子組 九勝 VS  十勝
11:30 高中男子組 十一勝 VS 十二勝
12:30 高中男子組 十三勝 VS 十四勝
13:30 高中男子組 十五勝 VS 十六勝
15:00 高中男子組 十七敗 VS 十八敗 三、四名
16:00 高中男子組 十七勝 VS 十八勝 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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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忠明高中
日期 時間 組別 (淺)比賽隊伍(深) 比數

4/22
(一)

08:30 高中女子組 忠明高中 VS 文華高中

09:30 國中女子組 漢口國中 VS 光明國中

10:30 國中女子組 神岡國中 VS 福科國中

11:30 國中女子組 成功國中 VS 龍津高中

13:00 國中女子組 五權國中 VS 梧棲國中

14:00 高中女子組 忠明高中 VS 僑泰高中

15:00 國中女子組 漢口國中 VS福科國中

16:00 國中女子組 神岡國中 VS光明國中

4/23
(二)

08:30 國中女子組 成功國中 VS五權國中

09:30 國中女子組 龍津高中 VS梧棲國中

10:30 國中女子組 漢口國中 VS神岡國中

11:30 國中女子組 光明國中 VS福科國中

13:00 高中女子組 文華高中 VS僑泰高中

14:00 國中女子組 成功國中 VS 梧棲國中

15:00 國中女子組 龍津高中 VS 五權國中

4/25
(四)

08:30 高中女子組 A1  VS  D2
09:30 高中女子組 C2  VS  B1
10:30 高中女子組 C1  VS  B2
11:30 高中女子組 A2  VS  D1
13:00 國中女子組 A1  VS  B2
14:00 國中女子組 A2  VS  B1

4/26
(五)

08:30 高中女子組 一勝 VS 二勝

09:30 高中女子組 三勝 VS 四勝

10:30 國中女子組 一敗 VS 二敗 三、四名

11:30 國中女子組 一勝 VS 二勝 一、二名

13:00 高中女子組 五敗 VS 六敗 三、四名

14:00 高中女子組 五勝 VS 六勝 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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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安和國中

日期 時間 組別 (淺)比賽隊伍(深) 比數

4/22
(一)

08:30 國中男子組 安和國中 VS 四育國中

09:30 國中男子組 崇德國中 VS 福科國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霧峰國中 VS 居仁國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善水國中 VS 立新國中

4/23
(二)

08:30 國中男子組 善水國中 VS 光明國中

09:30 國中男子組 安和國中 VS 潭子國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崇德國中 VS光德國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霧峰國中 VS 北新國中

4/24
(三)

08:30 國中男子組 居仁國中 VS北新國中

09:30 國中男子組 立新國中 VS光明國中

10:30 國中男子組 福科國中 VS 光德國中

11:30 國中男子組 四育國中 VS潭子國中

4/25
(四)

08:30 國中男子組 F2  VS  G2

09:30 國中男子組 B1  VS  H2

10:30 國中男子組 A2  VS  B2

11:30 國中男子組 G1  VS  H1

13:00 國中男子組 A1  VS 一勝

14:00 國中男子組 F1  VS 三勝

4/26
(五)

08:30 國中男子組 五勝 VS  六勝

09:30 國中男子組 七勝 VS  八勝

10:30 國中男子組 九勝 VS  十勝

11:30 國中男子組 十一勝 VS 十二勝

12:30 國中男子組 十三勝 VS 十四勝

13:30 國中男子組 十五勝 VS 十六勝

15:00 國中男子組 十七敗 VS 十八敗 三、四
名

16:00 國中男子組 十七勝 VS 十八勝 一、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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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東大附中
領隊：鍾興能 教練：蔡建宏、陳玠綸 管理：陳玉婷 隊⻑：吳俋霖
隊員：
吳俋霖 吳宸安 李則頤 廖昱凱
劉岳靈 蔣宜秉 李侑頤 洪翊愷
劉亮均 蕭奕 林禎祐 古丞凱
蔡昀叡 鄧丞哲 張恩語 王登凱
葉彥岑 萬先翊
2. 單位：清水國中
領隊：林福裕 教練：廖偉勝 管理：陳意青 隊⻑：蔡博緯
隊員：
蔡博緯 梁煒奇 陳正弦 梁致誠
張致齊 羅煜皓 蔡睿恒 洪煥程
陳威任 陳明智 周佑儒 李昶諭
陳彥綸 陳健宇
3. 單位：新光國中
領隊：沈杏娟 教練：陳璟澄 管理：吳錞婷 隊⻑：呂亞倫
隊員：
呂亞倫 石明弘 吳翊維 陳彥新
潘則佑 王韋凱 林柏錞 陳彥嘉
劉庭瑋 謝皓宇 沈志源 薛豪羣
陳宥恩 黃弘勛
4. 單位：立新國中
領隊：周鳳珠校⻑ 教練：吳榮陞教練 管理：劉思佩組⻑ 隊⻑：吳厚穎
隊員：
吳厚穎 王宥捷 林宇璿 彭冠齊
黃恭駿 張乘華 黃宸毅 高振愷
吳澄憲 陳暐曄
5. 單位：外埔國中
領隊：李文題 教練：吳季明、陳年慶 管理：林勇佑 隊⻑：童冠閔
隊員：
童冠閔 邱凡永 吳俊億 陳允澤
蔡東昇 紀昱圻 曾泰順
6. 單位：大墩國中
領隊：黃紀生 教練：黃安駿 管理：吳亨皆 隊⻑：林睿軒
隊員：
林睿軒 張齊維 陳品弘 李晉羽
顏廷澔 鄭詠崧 林東溢 洪健捷
林辰岳 劉晉喜 陳莛昇
7. 單位：善水國中小
領隊：羅能熙 教練：謝順旭、張勝宏 管理：黃淑君 隊⻑：林宏利
隊員：
林宏利 謝竣銘 吳金德 潘智傑
戴崑震 楊承諺 蔡昱傑 曾宜竣
張仁豪 洪祥昱 陳財興 呂修毅
8. 單位：立人國中
領隊：郭志強 教練：張艾尼瓦爾 管理：吳崑德 隊⻑：陳⼦瑋
隊員：
陳⼦瑋 史玄仲 鄭偉成 林庭偉
林紘毅 劉博安 林⼦譯 潘頌恩
卓鼎冠 楊辰鈞 鄭柏渝 林均昊
潘維恩 邱靖鈞 周大為 林冠樺

球員名單
國中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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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彥昕 郭俊承
9. 單位：福科國中
領隊：林大欽 教練：姚柏丞、黃瑋芬 管理：李安忠 隊⻑：蔡潣棋
隊員：
蔡潣棋 柯建安 蔡凱仲 黃荏楓
楊⼦謙 林康政 林昱成 廖堃惟
王茂迪 杜亭寬 藍承佑 韋辰易
高宇
10. 單位：成功國中
領隊：蔡政忠 教練：雷亮毅 管理：黃昱仁 隊⻑：葉守博
隊員：
葉守博 林瑋佑 游勝雲 曾繹安
林栢禎 謝⼦翔 吳尚樺 鄒世杰
陳宗志 紀言霖 鍾瑞加 李正彬
賴佳柏 楊凱堤 謝佳勳 黃智宏
梁琮傑 林詣唯
11. 單位：光榮國中
領隊：黃貴連 教練：李居旺、沈良宜 管理：羅鴻仁、陳偉浤 隊⻑：賴韋鳴
隊員：
賴韋鳴 蔡建德 張永輝 蕭家喆
林佳龍 白建勛 葉佳祐 陳嘉恩
簡浩宇 謝献騏 王致皓 李芃葦
12. 單位：崇德國中
領隊：羅聰賢 教練：潘孟澤 管理：蘇依峰 隊⻑：張鈺承
隊員：
張鈺承 廖祐維 林千益 周定緯
謝順凱 張宇皓 邵銘傳 潘承揚
林彥勛 葉懷仁 賴庠至 林俊賢
洪翊睿 洪翊翔 林宥丞 蕭文昱
粘冠威
13. 單位：華盛頓高中
領隊：劉⼀欣 教練：謝偉帆、李家慶 管理：蔡翠容 隊⻑：洪紹恩
隊員：
洪紹恩 朱廷哲 柯博翔 賴基桓
陳宥廷 鄭景倫 殷晨昕 郭哲維
詹⼦頡
14. 單位：太平國中
領隊：蕭國倉 教練：王玉仁 管理：鄭榮晉 隊⻑：張博堯
隊員：
張博堯 陳信宏 賴柏翰 林暐宸
詹佳龍 林冠翔 王祈恩 甯國勳
林家雋 朱柏維 吳承哲 賴國英
15. 單位：爽文國中
領隊：李建智 教練：宋孟憲 管理：陳玉芳 隊⻑：許元泓
隊員：
許元泓 吳紘宇 陳冠宇 洪證坤
林璟宏 張誌豪 張嘉祐 劉炳佑
陳祐宗 李亮 陳彥同 張睿庭
林秉賢 洪誠偉
16. 單位：北新國中
領隊：徐吉春 教練：陳良 管理：朱仕盟 隊⻑：林⼦逸
隊員：
林⼦逸 楊晉驊 黃士鑫 劉祐成
王得人 陳宥辰 林育哲 林敬洲
楊楷翔 潘冠宇 林紘頡 黃奕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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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單位：光明國中

領隊：胡金枝 教練：張君如 管理：李書慧 隊⻑：廖益楷
隊員：
廖益楷 廖竑绮 陳竑儒 林均祐
俞家堯 蔡啓聰 林仕璿 曾羽修
林允丞 鍾祉棋 戴亦陞 李育全
詹少琦 林柏諺 梁鎮堃
18. 單位：長億高中

領隊：沈樹林 教練：林仲天、魏仁興 管理：葉雅芬 隊⻑：杜戎
隊員：
杜戎 林佑瑋 任翊安 許睿洋
廖洹賢 李誌威 林建宇 陳建諠
陳雍敬 呂冠佑 林柏宇 顏伯益
19. 單位：安和國中

領隊：許志瑋 教練：阮宇軒 管理：李國鍊 隊⻑：朱治宸
隊員：
朱治宸 何冠鋌 趙寬 吳尚鴻
蕭佳弘 蘇煒程 莊東叡 焦恩仰
黃衍逞 陳右澤 李建軒 張晉愷
孫梓浩 廖學宏
20. 單位：五權國中

領隊：陳進卿 教練：李家洋 管理：鄧亦敦 隊⻑：何定諳
隊員：
何定諳 呂承晏 荊珧富 張益誠
陳芃穎 曾紹宇 黃崇祐 林定宏
曾奕彰 石季霖 謝奇澔 洪聖傑
鄭名斈 蔡易燊 沈佑兆 施品睿
洪志碩 李原瑋
21. 單位：弘文高中

領隊： 教練：鄭麗鳳 管理： 隊⻑：潘品碩
隊員：
潘品碩 紀和逸 張育銓 伍宏昌
葉丞祐 廖晨翔 王贊幃 王傳鈞
江星佑 陳雋翰 蕭奕 莊舜丞
鄭凱中
22. 單位：順天國中

領隊：蔡仁政 教練：張世昇 管理：簡建清 隊⻑：黃詠濬
隊員：
黃詠濬 許學程 鐘慶宇 蔡英緹
陳⼦祺 蔡明勳 黃字璿 陳威龍
李彥昇 吳建龍 楊融 陳恩湛
李彥昌 李震洋
23. 單位：梧棲國中

領隊：周宗正 教練：蔡孟學 管理：楊銘福、顏隨勝 隊⻑：林文翊
隊員：
林文翊 童伯智 紀柏豪 黃⼦洋
黃靖祐 呂冠頡 廖立瑋 楊宇翔
林柏維 卓仕安 蔡翔仁 魏清緣
李益安
24. 單位：潭子國中

領隊：蔡玉玲、 教練：陳炳憲 管理： 隊⻑：邱琦崴
隊員：
邱琦崴 黃冠銘 林冠呈 詹凱翔
何⼦儀 陳柏竹 何⼦豪 黃威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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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翊廷 賴楹禮
25. 單位：臺中市立光德國中

領隊：賴朝榮 教練：陳冠甫 管理：張凱朝 隊⻑：
隊員：
官信達 馮楷丞 陳蓁佑 李家昇
楊秉宸 高志宏 張昌國 洪誠駿
王泰元 幸以諾 葉瑋倫 鄭禹詰
柯文哲 森啟德 黃冠傑 王昕竑
陳竣謙 洪秉邑
26. 單位：霧峰國中

領隊：謝龍卿 教練：柯俊吉、賴益偉 管理：莊旻君 隊⻑：洪紹鈞
隊員：
洪紹鈞 李宗得 賴又德 何浚瑋
林立凱 陳冠凱 吳昌育 陳冠銜
廖柏鈞
27. 單位：大華國中

領隊：徐秀青 教練：陳清森、蔡淑絹 管理：劉文翰 隊⻑：蔡亞哲
隊員：
蔡亞哲 李家睿 王奕登 潘致安
蔡郭鴻 賴駿凱 張聖樺 張秦綡
李宗翰 蘇名寬 林威勳 陳冠庭
蘇韓俊 賴丞宇
28. 單位：居仁國中

領隊： 教練：許皓程 管理： 隊⻑：林育豪
隊員：
林育豪 林宗良 謝博軒 林集閔
陳永睿 蔡翔宇 黃溢修 楊東頤
林紝豐 朱陞儀 邱耀毅
29. 單位：四育國中

領隊：李國勝 教練：林泰興、王愷心 管理：邱仕杰 隊⻑：伍鳳翔
隊員：
伍鳳翔 洪楷哲 王彰原 曹正穎
陳⼦樺 田曜樂 林聖騏 賴科融
許胤新 吳宇恆 李彥鋅 邱勁旭
王翊任 孫嘉隆 呂翊申 潘少綸
30. 單位：向上國中

領隊：林翠茹 教練：呂國暘、張柏翔 管理：李素芬 隊⻑：黃柏儒
隊員：
黃柏儒 蔡承恩 薛廷翊 賴啟隆
邱聖傑 洪侑楷 陳粲岳 吳冠中
洪嘉賢 王翊中 賴韋閎 盧有祺
張育誠 陳俠夫 柯泓任 何冠毅
邱仁育 賴柏彰

1. 單位：福科國中
領隊：林大欽 教練：黃瑋芬、姚柏丞 管理：李安忠 隊⻑：張喬捷
隊員：
張喬捷 洪郁慈 洪藝宸 黃湘倪
楊紫淇 林沂叡 黃姵琪 賴莉莉
陳韋琦 黃宜卿 林芷岑 謝宜臻
江佩珊 任波映
2. 單位：成功國中
領隊：蔡政忠 教練：雷亮毅 管理：黃昱仁 隊⻑：
隊員：

國中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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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萱 張宜婷 蔡佳臻 陳亭妤
簡玟函 唐鈺婷 史真妃 黃姿毓
3. 單位：漢口國中
領隊：張秋桂 教練：邱秀玟、孫秋月 管理：詹大岳、陳綠茵 隊⻑：蘇修婷
隊員：
蘇修婷 林芷茵 劉星伶 卞訢融
張瑋芩 薛家羚 何晨瑄 陳羽詩
吳筱柔 吳郡淇 鄒沛宸 李芷萱
張文馨 張硯宜 卓芸嫻 吳筱軒
4. 單位：光明國中
領隊：胡金枝 教練：張君如 管理：李書慧 隊⻑：廖昱蓁
隊員：
廖昱蓁 廖芯誼 陳美婷 柯晰勻
魏羽彤 楊佳恩 蔡喬羽
5. 單位：五權國中
領隊：陳進卿 教練：李家洋 管理：鄧亦敦 隊⻑：白佩雯
隊員：
白佩雯 李宥誼 林曉君 白佩玉
白宇妤 李效晏 張毓琳 劉宸茹
松于庭 王詩涵 劉芃宜 王思云
鄧佳綺 吳芳瑜 李品妍 朱柚盈
簡育涵 葉庭蓁
6. 單位：神岡國中
領隊：林鏡湖 教練：張家豪、馮郁馨 管理： 隊⻑：楊家慈
隊員：
楊家慈 洪翊瑄 徐薇謦 辜翊媗
黃心妤 李宜臻 吳虹宣 李庭瑩
林姿岑 郭宜萱 陳靖俞 楊粢喻
7. 單位：龍津高中
領隊：賴炘棠 教練：謝宇昌 管理：廖羽晨 隊⻑：
隊員：
王停茹 徐晨晏 吳宥潔 蔡昀臻
張家怡 蔡家欣 蔡雅婷 陳睿婕
紀宇倩 紀富璇 趙亭瑄 鄭莉潔
王雨涵 李陳文靜 柯妤芊 郭韋綾
陳瑋萱 黃曼芸

1. 單位：青年高中藍隊
領隊：賴建成 教練：張軒楷 管理：許明舜 隊⻑：陳冠任
隊員：
陳冠任 黃丞漢 陳耀堂 蕭明閔
黃羽熏 陳文祥 許嘉豪 尹富震
劉翊祥 胡凱 吳育甫 彭政軒
賴宇祥 蔡政佑 吳松樺 盧書宇
江皓 林立惟
2. 單位：青年高中
領隊：賴建成 教練：許智超、鄧安誠、李承管理：許明舜 隊⻑：
隊員：
徐宇煇 游宏文 高偉綸 江啟安
曹家豪 蔡曜陽 陳冠旭 朱昱丞
林劭安 張岑 蘇天宇 王昱翔
賴裕祺 許至皓 曾楷炘 陳繹展
黃旭崙 許皓翔
3. 單位：后綜高中

高中男⼦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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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曾祿喜、戴金鼎 教練：朱江文、謝清吉 管理： 隊⻑：曾唯庭
隊員：
曾唯庭 邱俊綸 孫家崎 許軒志
陳昆敬 陳俊哲 鄭宇倫 李齊
林昆憲 黃柏元 黃振浩 蔡佳峻
謝承秉 林永倫

1. 單位：東大附中
領隊：鍾興能 教練：蔡建宏 管理：陳玉婷 隊⻑：蔡欣亨
隊員：
蔡欣亨 尹心宏 李昕叡 李祐禎
林狄諺 莊品宸 蘇柏蒝 劉瑞謙
何佳勳 洪翊筌 謝侑霖 吳翊安
李承熹 李振強 陸冠瑋 黃彥傑
2. 單位：僑泰中學
領隊：溫順德 教練：賴志憲 管理：陳奕縢 隊⻑：陳加憲
隊員：
陳加憲 尤孟安 郭葦彣 林奕競
林仲賦 陳棨翔 劉勝嘉 黃翊恩
陳東璿 林家逸 黃紹宇 曹益誠
葉彥呈 陳冠廷 邱⼦傑 陳禹睿
3. 單位：葳格高中
領隊：詹義農 教練：詹明仁、林泰興 管理：盧曼晴 隊⻑：游晉誠
隊員：
游晉誠 游松明 張昱堂 林承甫
廖上安 林庭頡 吳尚融 周祐詳
范芳武 楊硯鈞 林奕碩 林楷恩
葉書丞 陳敬椿 王詰廷 范瑛稙
4. 單位：東勢高工
領隊：劉福鎔 教練：游聰吉 管理：吳鈺淳 隊⻑：劉宇軒
隊員：
劉宇軒 林嘉緯 王茗杰 劉諺廷
廖宥翔 黃志祐 張樺辰 張智凱
喬頌達 陳勁锝 黃宇豪 張皓安
張建翊 葉秉諺 張佑鴻
5. 單位：大甲高工
領隊：簡慶郎 教練：詹明道、張凱倫 管理：蘇瑞昌 隊⻑：陳承翰
隊員：
陳承翰 廖韋翔 楊兆恆 楊邵閎
謝承亨 柯丞恩 紀智捷 李晨悠
許柏仁
6. 單位：光華高工
領隊：黃秀忠 教練：林柏遠 管理： 隊⻑：陳柏瑋
隊員：
陳柏瑋 張軒豪 林思穎 徐春吉
朱守博 李詠祺 蕭豐銘 胡育誠
王柏凱 胡群恩 黃冠穎
7. 單位：臺中高工
領隊：黃維賢 教練：施伯綜、林承緯 管理：吳文逸 隊⻑：
隊員：
許宸瑜 姚炫屹 周彥廷 沈淵
梁耕宇 黃資翔 黃烝緯 崔朋展
張瑋軒 馬亞珩 賴竑錡 劉丞皓
康明理 邱韋鈞 林逸騏 張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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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冠賢
8. 單位：文華高中
領隊：何富財 教練：林⼦衡 管理：黃映雪 隊⻑：朱昱安
隊員：
朱昱安 趙祐葳 楊致恒 張家愷
劉翔維 文禎 伍邵恩 黃仁駿
廖得鈞 廖臆任 林廷奕 陳冠志
許茗凱 張哲岡 葉紹群 伊岥鐵木
張書維 林楷唯
9. 單位：臺中⼀中
領隊：陳木柱 教練：吳應威、詹本立 管理：吳春慶 隊⻑：
隊員：
黃晟榕 廖柏誠 周呈恩 呂席維
余思儒 楊宇竣 白宗⺠ 陳名翔
江忻祐 鄧凱丞 孫聞 許書齊
李承昱 黃冠瑜 詹君頎 吳芃秀
張凱傑 陳睦恩
10. 單位：致用高中
領隊：陳添旺 教練：沈峻生 管理：趙文玉 隊⻑：洪浩程
隊員：
洪浩程 吳俊錡 徐志玄 田建昌
劉峻愷 張浩偉 黃仲鎧 張誌嘉
鐘文祥 林建辰 李琮右 李丞崴
陳聿閎 蔡百凱
11. 單位：立人高中
領隊：劉瑞鐘 教練：邱暐傑 管理：鐘順雄 隊⻑：楊恩鴻
隊員：
楊恩鴻 黃捷熙 陳名羿 陳鈞湛
林沂慶 林楷祐 彭立翔 廖祥程
林宬余 賈立宸 蘇宗信 温昱澄
 周煜宸  施昶任 盧延宗 鄭芃之
12. 單位：華盛頓高中
領隊：劉⼀欣 教練：李家慶 管理：蔡翠蓉 隊⻑：詹⼦緯
隊員：
詹⼦緯 許主明 楊⼦陞 黃伯鈞
鄭正典 朱祈璋 趙冠荃 王青天
廖祐緯 蔡堡郁 朱廷偉 謝忠霖
張仲廷 楊橙楠
13. 單位：嶺東中學
領隊：陳泓全 教練：孔祥華 管理：吳彩鳳 隊⻑：洪宥杉
隊員：
洪宥杉 廖仁菖 張貴紋 江佳⺠
王安然 洪浩修 簡聖哲 吳信翰
張智淯 鐘允廷 高鉑勛 林呈燁
陳昆蔚 楊育誠 張庭岳
14. 單位：豐原高中
領隊：張景翔 教練：陳璟澄 管理： 隊⻑：邱彥棋
隊員：
邱彥棋 邱俊瑋 張⼦安 邵信安
方信安 謝庭康 曾韋綸 枋軒
王振宇 許國威 林彥丞 朱軒廷
洪菖甫 張鈞祺
15.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 教練：潘淑屏 管理： 隊⻑：陳希哲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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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哲 夏品翰 胡沛瑒 林明暐
譚宗棋 黃啟瑞 林建佑 王賢麒
張智傑 杜駿林 許駿偉 陳毅荌
黃宥齊 李易宸 蔡元睿
16. 單位：嘉陽高中
領隊：賴昭呈 教練：李宗勳 管理： 隊⻑：林炫棠
隊員：
林炫棠 黃冠豪 許志誠 蔡孟勳
楊洹愷 蕭⼦翔 蔡弘彬 吳昭儀
蔡元凱 鄧安廷 顏振倫 鍾政霖
林東陞 吳皓年
17. 單位：霧峰農工
領隊：江耀宗 教練：黃凱翊 管理：陳威仲 隊⻑：楊⼦昇
隊員：
楊⼦昇 曾瑞騰 張哲維 陳建翰
陳冠豪 康程偉 游士億 蔡程漢
莊圍喆
18. 單位：興大附中
領隊：陳勇延 教練：陳豪偉、吳政穎 管理：游斯徨 隊⻑：林愷彬
隊員：
林愷彬 高琦硯 陳奕嘉 王宇塘
李梓耘 羅⼦齊 羅冠翔 陳榮⼀
周峻祺 李⼀逸 劉昀憲 白佳峰
黃鈺翔 蔡鎧駿 劉庭佑 何翊安
林恩瑞 陳威誌
19. 單位：⻑億高中
領隊：沈樹林 教練：林仲天、魏仁興 管理：葉雅芬 隊⻑：杜紹聞
隊員：
杜紹聞 劉雲佑 謝宗祐 江⺠
蔡億昌 廖梓諺 黃楹誠 張恩銘
徐晨瑋 林俊瑋 周⼦杰 吳毓軒
20. 單位：弘文高中
領隊： 教練：林肇冠 管理： 隊⻑：蔡杰霖
隊員：
蔡杰霖 黃伊政 張剛銘 游耀程
林億翔 陳致均 蘇凱恩 黃森
郭俊良 林義竣 張賀翔 林尚樺
劉冠廷 施淳淇 許翔奕 林育敬
蔡佳勳 葉仕丞
21. 單位：衛道中學
領隊： 教練：林家媺 管理： 隊⻑：楊雁椉
隊員：
楊雁椉 田秉宸 林劭寰 陳大鈞
陳建浩 李宗翰 藍允泰 巫家慶
張宗漢 劉羿呈 林興穎 許宸豪
馬睿麟
22. 單位：大明高中
領隊：王逸⺠ 教練：蔡宇峰 管理： 隊⻑：林晨瑋
隊員：
林晨瑋 詹⼦璋 袁崇仁 陳何榕
陳冠宇 何秉翰 林柏棟 陳何維
簡祐霖 游颂霆 張智敏 詹麒維
李宗祐 翁嘉偉 楊裕宥
23. 單位：台中市新⺠高中
領隊： 教練：高宗永 管理：李昱顯 隊⻑：柯品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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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柯品維 蘇育德 余冠佑 邱睿杰
梁秉聰 謝承勛 王煜升 洪若凱
許盛哲 陳柏維 姚柏聿 張允宣
蔡鎮謙 劉弘郁 賴冠廷 尤上豪
方聖勛 廖祐祥
24. 單位：台中市立忠明高中
領隊： 教練：黃靜暄 管理： 隊⻑：胡崇璽
隊員：
胡崇璽 游博勻 黃則郡 江柏璋
程宥昕 黃灝中 林昆甫 蔡秉珉
李東諺 廖承宥 黃誼瑋 蔡智寶
25. 單位：宜寧高中
領隊：賴明助 教練：簡佳任 管理： 隊⻑：江栩頡
隊員：
江栩頡 黃堉展 金承緯 陳孟暉
陳翔君 彭博卲 李星群 梁皓翊
王家鎧 朱以耀 姚承甫 蘇柏軒
26. 單位：台中二中
領隊：許耀文 教練：幸志偉 管理：李孟學 隊⻑：陳嘉駿
隊員：
陳嘉駿 王振皓 黃硯煦 許嘉全
凌玠⺠ 林正安 陳奕廷 王巍蓁
張鈞鵬 黃聖佑 陳彥宇 謝家宏
陳廷旭 洪裕森 張邑杰 郭莙瑋
張映程 賴安豊
27. 單位：清水高中
領隊：黃偉立 教練：陳智偉 管理：張心怡 隊⻑：紀帛源
隊員：
紀帛源 許維文 鄭鴻霖 焦俊仁
孫培芳 陳威誌 李維軒 洪碩亨
時毓鴻 鄒尚宏 林梓衡 許佑誠
王振鴻 鐘浩瑋
28. 單位：台中家商
領隊：林怡慧 教練：吳再庭 管理：陳孟凱 隊⻑：吳秉諴
隊員：
吳秉諴 賴晨峯 蔡煊霖 廖奕珵
羅育凱 張瀚中 葉育誠 陳世閔
張秉霖 紀銘哲 黃建豪 傅榆翔
陳家賢 鄭皓哲 陳宇輝 魏延宇
楊睿豐 莊觐銓
29. 單位：大明高中
領隊：王逸⺠ 教練： 管理： 隊⻑：詹⼦璋
隊員：
詹⼦璋 林晨瑋 袁崇仁 陳何榕
陳冠宇 何秉翰 林柏棟 陳何維
簡祐霖 游頌霆 張智敏 詹麒維
李宗祐 翁嘉偉 楊裕宥
30. 單位：常春藤高級中學
領隊：陳越明 教練：陳怡彰 管理： 隊⻑：林⼦傑
隊員：
林⼦傑 邱冠瑋 謝祥弘 林彥誌
劉岳錡 張家瑋 羅宇呈 藍正棋
戴暐宸 劉威霆 林啟瀚 羅宇伸
趙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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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僑泰中學
領隊：溫順德 教練：陳楷傑、賴志憲 管理： 隊⻑：羅翊菁
隊員：
羅翊菁 李佩樺 洪資閔 張宛如
王韻綺 戴玉華 許羽忻 林冠汝
管文卉 陳欣怡 蔡茵茵 江鈺蕙
2.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 教練：袁彩娥 管理： 隊⻑：林采萱
隊員：
林采萱 洪禹安 徐宇彤 吳雙雙
錢韻文 洪薇安 林承萱 鍾郁宣
朱韻融 劉芊妍 廖翊硯 陳羿樺
張芳毓 馮霈其 張馨尹 王語詩
向⼦芸 曾郁庭
3. 單位：臺中女中
領隊： 教練：蔡岳暻 管理： 隊⻑：黃靖雯
隊員：
黃靖雯 張怡茲 余庭安 劉凱婷
蔡佩吟 鄭予芊 張舜雅 王聖惠
劉家馨 張宛琪 李嘉芸 洪翊萱
潘尹瑄 陳昀妮 吳家瑜 吳妙儀
4. 單位：東勢高工
領隊：劉福鎔 教練：吳鈺淳 管理：游聰吉 隊⻑：黃筠涵
隊員：
黃筠涵 王誼紋 莊芷柔 廖婕琇
揚怡昕 簡妤卉 葉欣茹 黃郁文
張胡安妮 林憶函 羅研榕 詹巧妤
謝妤嫻 蔡昀臻 洪鈺琳
5. 單位：文華高中
領隊：何富財 教練：羅孟影 管理：黃映雪 隊⻑：傅予潔
隊員：
傅予潔 陳紀澐 盧昭蓉 謝昀佳
莊雅淇 葉芸杉 陳泯樺 鄒佩蓁
鄒宜親 王維楨 陳欣如 吳欣潔
簡榕遙 蘇柏瑄 黃榆真 鄧筱諭
6. 單位：豐原高中
領隊：羅瑞宏 教練：賴姿婷 管理：張景翔 隊⻑：邱于芳
隊員：
邱于芳 林婕茵 蔡宛諭 洪怡妃
賴俞蓁 張怡萱 黃至妤 黃⼦嫻
梁巧潔 陳莉穎 劉勁妘
7. 單位：華盛頓高中
領隊：劉⼀欣 教練：鄭雅文 管理：蔡翠容 隊⻑：張瑞慈
隊員：
張瑞慈 林淨蓮 張書袖 鄧安淇
呂淳儀 劉采靈 黃宣慈 張欣慈
林婕葳
8.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柳內惠茹 管理：邱國峰 隊⻑：洪詩淳
隊員：
洪詩淳 全語雯 莊⼦萱 胡巧昀
陳芷柔 鄭佳昀 巫品儀 俞芳筑
蔡慈恩 廖玟歆 張方馨 張榕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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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評 賴韋如 李優
9. 單位：青年高中
領隊： 教練：曾雅各 管理：鄭如媛 隊⻑：許詠筑
隊員：
許詠筑 陳寓珊 林姿婷 賴嫄蓁
李芝瑩 吳侑娟 涂卉歆 曾文卉
許玉函 莊毓倫 陳佩妤 陳逸璇
紀詠菱 陳又寧 魏婕因
10. 單位：興大附中
領隊： 教練：游斯徨 管理： 隊⻑：林亭芳
隊員：
林亭芳 簡薇育 劉佳芃 張恩榆
許心瑜 方匀汝 陳紫芸 林于靖
賴宛柔 謝千紫 林姵缃 林尹文
林穎杉 蔡袖彣 何旻蓁
11. 單位：台中家商
領隊： 教練：廖怡翔 管理： 隊⻑：李怡雯
隊員：
李怡雯 許雯涵 陳佳琪 林玟蓉
吳翊萱 侯譯棋 陳佳昀 黃妍渝
曾琇纓 黃于芳 陳韻如 周盈蓁
蔡欣茹
12. 單位：宜寧高中
領隊：賴明助 教練：簡佳任 管理： 隊⻑：朱潔茹
隊員：
朱潔茹 林思妤 王晟崴 蕭鈺璇
陳品妡 邱鈺琇 李佳妍 陳柔臻
蔡旻儒 林柔薇 陳亮允 陳柔穎
鄒旻諭 廖珈苗 呂念霙 陳亮云
13. 單位：清水高中
領隊：黃偉立 教練：吳世峯 管理：陳家德 隊⻑：江佩臻
隊員：
江佩臻 許芷嫣 趙采妍 夏若媞
溫惟如 李彥樺 陳苑甄 鄒佳芸
陳有容 吳雅欣 黃昱寰 黃品瑄
周容禾 于閔華
14. 單位：龍津高中
領隊：賴炘棠 教練：羅慧潔 管理：林幸秋 隊⻑：
隊員：
郭姿怡 劉依純 顏嘉美 楊宜臻
李苡瑈 周佩橙 李語瑄 陳韋婷
李欣燁 黃意稜

1. 單位：崇倫國中
領隊：沈復釧 教練：江信毅、詹⺠御 管理：曾月如 隊⻑：林宥辰
隊員：
林宥辰 張軒 謝宇喆 陳枻全
何秉翰 康立楷 程昱銘 戴伯育
蔡宇恩 曾韋翔 尤紘翊 楊侑哲
許朋騏 廖⼦程 楊仁謙 梁永恆
施呈翰 蔡坤達
2. 單位：神岡國中
領隊：林鏡湖 教練：張家豪 管理：邱永安 隊⻑：陳亭威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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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亭威 鄒⼦羲 李承恩 徐楷耘
蘇丞湟 王柏勝 石崇佑 林韋辰
高靖諭 梁書愷 許維倫 黃柏捷
劉承暘 蕭⼦翔 林彥博 張晉維
陳彦承 陳建勛
3. 單位：育英國中
領隊：陳绣絹 教練：李侑霖 管理：歐英傑 隊⻑：陳禹勝
隊員：
陳禹勝 黃少東 林⻑嶧 林恩德
陳顗文 黃昱翔 楊宗藝 張宇林
蔡柏廷 陳主恩 黃泊駿 游文祥
尤⼦宸 康睿承 黃諺廷 買宥華
吳奕樺 吳鉦育
4. 單位：豐陽國中
領隊：蔡瑞昌 教練：李建賢、楊家豪 管理：洪婉晴 隊⻑：蕭立培
隊員：
蕭立培 許瑞宏 劉昱辰 陳嘉承
紀俊宇 陳重均 黃⼦謙 莊家慷
許竣翔 洪胤展 邱家威 溫和儒
黃楷煜
5. 單位：日南國中
領隊：舒富男 教練：尹道興 管理：吳國彰 隊⻑：賴祐毅
隊員：
賴祐毅 蘇培倫 鄭全宏 林稚家
林肯宇 李崇豪 巫承祐 潘   龍
蔡秉軒 李平潭 吳凱帆 吳金庭
莊育曜
6. 單位：后綜高中
領隊：曾祿喜 教練：謝清吉、朱江文 管理：戴金鼎 隊⻑：葉宣佑
隊員：
葉宣佑 林瑋晟 陳奕廷 劉念恩
梁健緯 李正揚 孫育楷 陳健斌
潘家揚 賴銘煌 汪廷恩 蔡秉鈞
吳憲宥
7. 單位：龍津高中
領隊：賴炘棠 教練：謝宇昌 管理：廖羽晨 隊⻑：
隊員：
劉睿凱 張珀銓 蔣邑宥 方竣暉
劉敏澤 張育晟 陳柏翰 楊星嶸
陳佳弘 林聖晧 陳志宇 戴志宏
楊大立 鐘兒安 賴少庠 王銘源
楊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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