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籤序號 隊名

01A 饅頭像石頭 許育綸 伍柏勳 石亞凡 楊宇正

01B 企鵝體育A 楊仁豪 歐士亘 曹宇碩 孫偉倫

01C 搞笑天團 林勝尉 李子期 李其翰 翁紹安

02A 米奇不妙屋 李俊毅 陳柏寰 李帛叡 袁培閎

02B 僑勇小六甲 黃少玄 盧宇晟 黃浚豪 盧煜翔

02C LBJ騎士 楊松霖 楊宗穎 陳彥麟 洪翌慶

03A 山頂費城勇士 陳澤豐 黃歆凱 郭承祐 范晉祥

03B 新甲國小 蘇芸葳 伍育寬 蔡侑宸

03C 帝光-小黑教練2 洪大為 張智勝 鄭睿鴻 鄭永勝

04A 奇蹟世代 李冠升 朱展穎 段秉均

04B 叫小賀團隊A 劉維恩 吳宇恩 吳宇峰 薛亦証

04C 光華勇士 曾鋅祐 陳恩澤 陳彥嘉

05A 減肥皂隊XD 梁紘齊 郭丞育 林士楠 吳浚合

05B 猩猩隊 陳逸安 呂敘銘 曾千禹 郭晢宇

05C 對不隊 林永全 孫建恩 王尚恩

06A 太平橙 洪琨芪 蔡維哲 吳淯誠 鍾明德

06B 林園少年 李冠陞 黃鋒睿 蔡懷誠 黃翊峻

06C 忠孝嘿嘿 陳祈睿 謝承睿 許立誠 吳秉霖

07A 神龍隊 戴文宸 戴睿辰 陳冠豪

07B 中洲隊 陳品諺 郭文翰 曾驛傑 蔡冠廷

07C 王牌隊 黃粲珽 莊博荃 梁振豪 古天佑

08A 以栗國小A 宋稟彥 陳宥緯 洪邦嘉

08B 仁武國小 劉志宥 陳恩豪 劉育澤

08C 凱盛B 朱詠溢 鍾明龍 黃士庭 鍾明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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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A 橋小B 林寯修 曹凱茞 陳宥齊

09B 光華雷霆 鄞廷芫 姜奇佑 黃宥叡

09C 山貓 高杰熙 盧璽文 顏凱 盧家璽

10A 努力打球 劉家聰 蘇頌評 許展維

10B 我愛籃球隊 劉子徹 蘇上恩 陳孟楷

10C 太平白 賴偉文 陳和銘 陳仕軒 林品宇

11A 看不到車尾燈 林詣勛 吳哲宇 朱楷淇 黃志達

11B 小米酒來一杯 蘇文豪 周嘉祐 陳立恩

11C 大東隊 高稚鈞 張祐瀚 郭兆翔

12A 苓洲一哥隊 穆彥儒 陳祐楷 陳翰威

12B 南市大光國小 顏培堯 阮士豐 陳恩桀

12C 鳳山中正B組 張靖崴 林楷翔 蕭富允 李承祐

13A 光華馬刺 王稚榞 楊鈞傑 陳宥廷

13B 晶週友世 周崇楷 林辰安 楊琮仁

13C 十全三巨頭 許元愷 林宥安 邱柏翰

14A 鳳山中正A隊 陳炯潾 林彥佑 許家瑞 黃子宸

14B 光華拓荒者 林文政 蔡仲威 藍育晟 郭瑞璽

14C 小野人之2 黃宇謙 張栢綸 洪子皓 林旭昜

15A 僑勇小六乙 張皇冠 李耀陽 蔡仲享 李博鈞

15B 以栗國小B 蘇哲民 周尙璂 王宇祥

15C 夜裡的叉子 吳沐寰 陳宥廷 陳宣亦 林士勛

16A 海豚2隊 陳品宇 柯种丞 俞名祐 陳詠琳

16B 追夢者 陳韋翔 王閎民 郭泰佑 潘岳鑫

16C 叫小賀團隊C 趙昱翔 林秉宏 林煜洧 毛麒鈞

17A 太平綠 侯存羿 李正泓 施宇威 鍾德祥

17B 小野人 林育陞 呂柏憲 呂科鋐 劉宇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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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 創世 李宇權 鍾承叡 李宥閎 蔡智丞

18A 不敢面對 周吉儒 何耀祖 胡裕祥 廖祐宸

18B 狗仔隊 葉丞洋 郭汯睿 陳祈宏

18C 鳥松射手 林冠桀 羅泓鈞 方懷霆

19A 鳳舞雄風隊 吳忠倫 李侑龍 湯珠冠 鍾秉豪

19B 叉子的夜裡 郭勁佑 蔡宗澧 陳銘 羅允睿

19C 帝光-小黑教練 陳廷愷 曾裕宸 張育鈜 林郁凱

20A 太平黑 楊朝榮 劉玹鳴 梁瑋辰 洪承恩

20B 叫小賀團隊B 王俊凱 李羿辰 梁正翰 陳星宇

20C 橋小A 許凱奕 許勝凱 許維呈 雷立丞

21A 我們沒有隊名 陳宇寰 張銘翔 楊博丞 宋政諺

21B 海豚隊 郭家瑋 陳昱安 吳羿麒 鄭家柔

21C 橋小C 蔡文傑 余承漢 許仲潁

22A 太平灰 林偉忠 馬子捷 董成晉

22B 猴塞雷 劉定穎 謝尚鈞 李玠諺 鍾沅均

22C 出來面對 肯尼 楊宗諺 朱政豪 林大友

23A 光華國小 何宥樺 林其樂 呂品羲 許珈銘

23B 籃球少年王 劉柏辰 林柏均 葉嘉良 劉旭庭

23C 太平藍 張睿恩 簡紹恩 宋浩智 麥可翰

24A 叫小賀團隊D 趙辰霖 薛亦筌 蔡睿倫

24B 種子機關槍 林塏鈞 涂子斌 黃子宸 楊紹佑

24C 新營流川楓 林勤驊 林明旋 李宥頡

25A 叫我帥哥 翁傑 曾俊凡 林慕袞 朱子帆

25B 鳥松豹 倪旻 周宸佑 張景翔

25C 凱盛 尤人葦 蘇柏銘 丁泓洋 陳金埕

26A 大林蒲隊 蔡沅呈 林世杰 張智嵩 吳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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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B 氣在來隊 張祐晨 黃意杰 王品鑫

26C 企鵝體育C 曾澤恩 鄭承喆 李耀群 蔣柏彥

27A 我是誰我在哪 王佑成 黃文傑 柯明希 黃柏彥

27B 春日部防衛隊 陳伸偉 林韋呈 莊沅鑫 莊建傑

27C 兩分部隊 周品勳 李東潤 李彥霆

28A 下一堂自然課 王旻佑 吳嘉恩 蔡鎮應

28B 企鵝體育B 廖梓棋 廖宥誠 裴鴻順 陳頡睿

29A 山頂Crazy four 蕭文衡 滕皓宇 許永達 許國慶

29B 最爛國小生 何宥頡 李松諺 湯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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