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17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1 亞柏日香竹山 莊駿昌 亞柏雄中 洪恩慈 亞柏雄中 胡晧翔 永康國中 范于珊

2 西螺國中 廖倬甫 金甌女中 董秋彤 亞柏雄中 劉家愷 永康國中 宋奕萱

3 仁德國中 盧煒璿 金甌女中 高 虙 亞柏雄中 趙 磊 金甌女中 孫妏沛

4 鼎金國中 陳碩冠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亞柏雄中 吳嘉翔 亞柏雄中 江怡萱

5 百齡高中 游盛博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王莘雅 西螺國中 鐘昱凱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劉士綺

6 百齡高中 楊 洋 合庫后綜 江品悅 西螺國中 張凱翔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劉士榕

7 百齡高中 江建葦 雲林縣東南國中 謝心瑜 仁德國中 李峻賢 雲林縣東南國中 李惠如

8 英明國中 王柏崴 大同高中 吳杰蓉 仁德國中 陳勝發 雲林縣東南國中 張栩羚

9 英明國中 王柏森 大同高中 黃瀞平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王文宏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朱芸萱

10 英明國中 易重德 合庫豐原國中 鄭如嵋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王偉傑 雲林縣東南國中 林家旗

11 英明國中 吳少宇 北市中山 丁雅芸 百齡高中 許庭瑋 英明國中 李毓芸

12 大同高中 林冠廷 北市中山 許秝楹 百齡高中 高忻緯 英明國中 李佳欣

13 大同高中 黃郁豈 北市中山 簡綵琳 百齡高中 邱郁閎 大同高中 王信雩

14 大同高中 王勁惟 西苑極限土銀 鄭凱文 大同高中 陳邡竹

15 大同高中 劉子瑜 英明國中 王品堯 國昌國中 陸純青

16 西苑極限土銀 楊竣丞 英明國中 宋書宇 國昌國中 葉卉珊

17 西苑極限土銀 羅哲誼 英明國中 王鴻鳴 北市中山 王思敏

18 大灣高中 紀丞祐 英明國中 汪桓振 北市中山 魏婉亦

19 光明國中 簡明彥 大同高中 吳冠勳 北市中山 周仲庭

20 亞柏基中 葉鈞彰 大同高中 魏俊緯 北市中山 吳宣佩

21 大同高中 陳子睿

22 大同高中 吳軒毅

23 西苑極限土銀 王得智

24 大灣高中 葉崇昀

25 大灣高中 王品翔

26 大灣高中 李逢晟

註：反黃部份為甲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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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5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1 西螺國西 廖柏翔 崇文國中 陳欣妤 西螺國中 曾秉強 永康國中 洪妡恩

2 僑真國小 葉朝寶 永康國中 謝昀珊 僑真國小 李長龍 永康國中 洪妤恩

3 仁德國中 韋政辰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黃宥薰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 胡振顯 永康國中 莊婕伃

4 英明國中 郭冠麟 馬賽國小 楊筑云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 黃竹顗 永康國中 陳韻伃

5 大同高中 胡佑齊 鼎金國中 呂珮煜 大同高中 劉廣珩 中市萬和 廖梓貽

6 大同高中 許喆宇 大同高中 林子妘 大同高中 丁彥宸 中市萬和 羅苡銣

7 大同高中 李登揚 大同高中 郭卉欣 大同高中 洪邦峻 雲林縣東南國中 林珈因

8 北市中山 黃  鈺 合庫豐原國中 趙亭妤 大同高中 張軒齊 雲林縣東南國中 林芳庭

9 北市中山 黃千華 西苑極限土銀 文聖皓 鼎金國中 王姿云

10 北市中山 李雨璇 關廟國中 林昊錡 鼎金國中 許尹鏸

11 光明國中 邱紜嘉 大灣高中 陳政寬 大同高中 賴慶卉

12 大灣高中 吳明哲 大同高中 賴子彧

13 北市中山 賴國勳 大同高中 王玲萱

14 北市中山 張  言 大同高中 吳孟真

15 北市西湖 朱景新 新北二重 楊子慧

16 高市英明 林秉逸 新北二重 簡佳珊

17 北市中山 游美儒

18 北市中山 林芷均

19 北市中山 謝曜如

20 北市中山 蘇欣美

註：反黃部份為甲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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