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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同高中 五、社頭國中 八、三民國中

領隊： 王郁菁 領隊： 周昌憲 領隊： 鄭健民

教練： 郭羿含 教練： 謝志典 游筑淇 教練： 詹依燃

管理： 李晉榮 管理： 楊淑如 管理： 林韋伶

選手： 40 傅程筠 選手： 40 蕭雅芃 選手： 55 黃幸妤

45 陳俐安 45 劉思涵 59 錢雅珍

49 潘鈺慧 49 黃宜甄 76 田樂樂

55 童千彗 49 邱予柔 81+ 潘湘筠

59 江擢穎 55 陳意婷 81+ 高豌穎

71 童志媛 55 蕭筑云

71 紀芷涵 59 蕭梓菱 九、建國國中

領隊： 廖家春

二、桃源國中 六、埤頭國中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領隊： 陳世明 領隊： 許文宗 管理： 林立山

教練： 謝素華 林秀玲 教練： 蔡宜葶 選手： 55 葉瑋琇

管理： 阿穌嵐 管理： 許淑真 59 葉瑋琦

選手： 49 高欣妤 選手： 49 許巧縈 64 陳歆寧

49 李丞恩 55 陳薇妃 64 高筱甯

64 高妤欣 71 許瀞文 76 彭羽琳

81 黃聖依 81 陳柔瑄

81+ 顏雅雯 十、湖內國中

81+ 池念慈 七、阿蓮國中 領隊： 曹永松

領隊： 謝忠保 教練： 黃厚銘 馬徽君

三、來義高中 教練： 洪秀玲 余政霖 管理： 林有章

領隊： 陳冠明 管理： 劉淑芳 選手： 45 潘幸甄

教練： 盧映錡 選手： 45 沈詩庭 55 林渝潔

選手： 76 陳紹寒 49 朱家吟 64 王宜婷

49 羅予婕 71 陳可可

四、東大體中 55 楊瀞惟 76 林美蘭

領隊： 林鴻源 59 林品岑

教練： 蒲雅玲 59 吳絜螢

管理： 陳惠哲 64 何岱璐

選手： 45 孫瑀 71 蔡欣妤

49 王彤 76 陳玥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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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田尾國中 十三、個人

領隊： 林正源 81+ 林思賢 (萬芳高中)

教練： 劉柏言 蔡加惠 45 黃采薇 (清水高中)

管理： 梁瓈尹 81+ 林沛妤 (新社高中)

選手： 49 顏郁珊 40 鍾憶嫙 (新光國中)

49 許珮蓁 71 吳炘蓉 (新光國中)

59 洪淑如 49 李姿嫙 (台中中平)

81+ 林雯蓁 (台中中平)

十二、大內國中 55 侯馨貽 (成功國中)

領隊： 李世昌 64 陳姿諭 (成功國中)

教練： 陳涵彤 李秀屏 76 王妤慈 (成功國中)

管理： 李春興 45 黃詠淇 (忠孝國中)

選手： 49 胡美玲 55 陳冠伶 (蘆洲國中)

59 謝育采 +81 劉瓊尹 (寶來國中)

71 柯徐雅昀 45 莊倚淇 (斗南高中)

64 吳亦孳 (斗南高中)

64 張玉玲 (斗南高中)

55 李祈 (枋寮高中)

59 林語晴 (路竹高中)

64 曾靖淳 (梓官國中)

81+ 雷宜潔 (梓官國中)

71 陳紫均 (東原國中)

81 王新琇 (東原國中)

59 洪依辰 (立新國中)

40 李恩慈 (富源國中)

40 馬思瑤 (富源國中)

45 張諾蓁 (富源國中)

59 饒林宇柔 (富源國中)

40 陳俞均 (鼓山高中)

55 鄭佩琪 (鼓山高中)

71 田富茱 (鼓山高中)

81+ 劉瓊尹 (寶來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