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籤序號 隊名

01A 光頭保羅 邱偉丞 郭承祐 張榮棋 林柏堯

01B 籃球宗旨 高聖盛 楊崴霖 楊凱威 鄭耀傑

01C ABCDEF 張峰誌 陳柏亨 陳亞澤 詹育丞

02A 文山高中2 吳柏勳 黃順弘 施緯帆 薛秉峰

02B 標準送錢隊 楊承翰 柯力仁 吳俊翊 陳子騰

02C 越大越划算 黃廉程 王保凱 潘彥翰 黃韋翰

03A 裁判跟我們一隊 吳浚銜 陳宏騏 陳宥壬

03B CITY LIGHTS 謝誠意 洪敬安 曾富暐

03C 文山高中 吳毓軒 陳冠勛 張凱翔 李奕廷

04A 餅乾怪獸 劉庭佑 郭子銘 楊博丞 郭圃銘

04B 傳奇小鋼砲 王銘賢 謝睿庭 鄒侑庭

04C 梳子什麼色 蘇智仁 李佑安 李禹諒 蘇子紘

05A D.E.C 江庭毅 黃翎恩 陳源志 張宸華

05B 旺來勵志 吳晨睿 張智為 吳俊廷

05C 帥哥鈺銘隊 何昇融 張祐昇 楊硯聿 蘇柏元

06A 高中哈兒 洪祥恩 謝伊辰 謝聖恩 謝弘亦

06B 球球撞球球 高逸安 陳柏安 賴恆翔 陳昱名

06C 三個傻瓜 王佑群 許禔笙 戴睿佑

07A 小港唬人隊 劉秉憲 楊翔琮 王宇誠 雲志堯

07B 輸贏看運氣 龎旭昇 張祐宗 傅湘傑 劉宇翔

07C 隊長要長高 謝銘恩 呂佳昀 張樵瑜 施家達

08A 為什麼要犯規 楊立詠 王禹淮 楊翊呈 余涌銓

08B remember the name 鄭宇閎 曾名辰 趙侹瑋 劉宇翔

08C 我有大金主 朱祐慶 許洺睿 郭崇宏 胡程峯

09A GSA-C 張宇佑 林均紘 劉晉嘉

09B 球戰天下 王承偉 周宏綸 劉宇洋 陳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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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 雞肉香噴噴 鄭翊威 李恆宇 涂光廷 曹令綱

10A 神奇三明治 黃世利 王聖傑 林星龍 蔡瑋豪

10B JBA隊 陳褀仁 蘇鈺棋 陳禹佑

10C 黑猩猩 黃信豪 余杰綸 曾少軒 莊凱程

11A 飛翔世界 郭家境 朱柏彥 陳奕廷 陳均赫

11B 金色狂風忍者 施博恩 陳亮宇 王淨弘 陳文樂

11C G.O.A.T 張澤民 蘇育聖 古鎮瑋 鄭喆云

12A 凱盛 何柏進 陳柏睿 劉晏甫 林鴻億

12B 泰武鄉 張志誠 郭誠皓 鄭帝 何峻耀

12C 愛情摩天輪 黃靖祐 郭立凱 林理弘

13A 就是不隊 蔡承融 謝庭宇 何浩明

13B G.A.N. 黃柏恩 林建宇 葉政銳

13C 小鋼砲 張志浩 陳麒允 潘柏翔 廖若弘

14A Last chance 江秉祐 鄭念祐 李俊逸 黃培綸

14B GSA-A 朱祐均 林志騰 張承皓 陳可恩

14C 球戰天下B 侯凱文 林栩百 李崇愷 鍾騏帆

15A 輕鬆打 沈京葆 陳寬和 李信鴻 陳繹帆

15B 不讓你下去 許柏韋 邱紹誠 蘇熠豪 邱暐凊

15C 我不會打球 吳恩宇 劉騏銘 郭烜丞 蔡冠緯

16A 哈囉你好嗎 吳絃竑 林冠良 蔡元愷 林項禹

16B 東原國中B隊 羅政閎 陳重睿 李明家

16C LZKing 林文洲 王鴻鈞 王宥鈞 趙仁裕

17A 東原國中A隊 吳逢諭 李政家 曾冠瑋

17B OX 湯浚義 陳威佑 呂嘉駿

17C 煒豬對郎造 朱錦翌 洪梓峰 蔣明融 周冠銘

18A NTND Ⅰ 洪翊凱 施彥廷 陳泓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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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 想不到吧 李科緯 孫煜翔 盧柏丞 洪偉勝

18C 天峰回來到 張虔懷 顏瑭融 蘇宥全 蘇紀維

19A 對不對不對 向寰 呂哲佑 吳廣毅 陳建佑

19B 梦萊 楊宇綸 陳昱安 鍾邦彥

19C W.J.S 蔡承均 馬勝騰 莊詠翔 楊詠升

20A 前鋒 余柏賢 陳聖杰 宋禹霆 陳郁文

20B 美中A 鄒子昱 李元諦 張育愼 林文華

20C NTND Ⅱ 許巍繽 鄭安廷 潘育安

21A 硬啦～ 陳堉騰 曹茗茗 蘇佳政 陳祈睿

21B 吃吃吃BBC 黃煜晉 方釋賢 方昭宇 陳昱志

21C 牙齒隊郎造 吳政緯 張毓明 陳璿宇

22A 尚鶴生命禮儀 陳冠諺 陳靖元 陳冠喆 林慶忠

22B 黑人吃炒飯 陳昱廷 劉丞祐 陳彥廷 陳柏霖

22C 狂野籃球王 王冠翔 陳奕翔 莫俊閔 詹紹廷

23A 輸了就輸了 張惟凱 羅國彰 楊皓喆

23B 奶茶不加糖 林承廷 吳浩恩 周宴羽

23C 查殺隊 張宇良 梁詔彭 黃義均 林敬庭

24A 恆中 陳志豪 李威緻 龔晟豪 姜乃鍹

24B 四馬難追 陳立勛 陳富彥 周韋辰 楊凱勳

24C EZWIN 李瑞恩 李翰庭 洪冠軒 蔡子喬

25A LCHT 羅培哲 朱柏諺 胡景翔

25B 歡樂笑開懷 李嘉原 鍾博全 曹偉祺 陳暐翰

25C Just A Game 姚昱綸 林宗彥 王紹恩 莊又儒

26A 局長好帥,too 侯志誠 陳李凱 許原彰 高浩喆

26B 老鐵們 潘煒峻 王紹宇 遲御齡 林鋐偉

26C GSA-B 謝旻錡 吳騏祐 李宥甫 鐘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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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 NTND Ⅲ 芮緒綸 胡志強 劉鎮霆 洪紹愷

27B SMT 陳奕騰 吳昱颉 莊岳軒 曾升佑

27C 暴力打蠻牛隊 鍾孟瑋 黃昱翔 黃宣評 謝和頲

28A Dream Team 劉韋廷 郭連凱 蔡昀展 賴奕睿

28B 努力打球 朱紹均 林宥昇 萬恩佑

28C 雄鷹 譚軒論 吳昱翰 陳柏丞

29A 蛋糕怪獸 劉慕深 劉維倫 吳迦康 李崧源

29B 皓祥2.0隊 陳炯豪 王叡騰 陳皓祥

29C 粉紅頑皮豹 楊承翰 楊至嵊 吳建廷 楊鈞凱

30A 會呼吸的隊 朱秉崙 蔡惟丞 張暐晨

30B WAFT 1隊 郭文卓 葉耀祺 陳逸泓

31A Y.C.T 蔡孟霖 蔡丞俊 陳億 楊智賢

31B 萬用客制 陳宥銘 顏享紘 馬唯中 謝重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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