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籤序號 隊名

01A 哲豪豪棒 林軒丞 章懷志 蔣至凱 張哲豪

01B 一輪蛋糕 李佾倫 金運陞 麥皓宇

01C 普羅多喵喵 彭發揚 黃詠軒 陳思愷 馬新佑

02A 氣在來 陳郁善 許嘉佑 穆宇軒

02B 來混的 陳梓銜 蔡孟宸 鄭暐龍

02C 見朕騎姬 林尚廷 王辰澤 蘇浤諒

03A 龍哥回來到 王彥龍 謝仁傑 陳信良 鄭超耀

03B 想不到隊 呂建毅 張博閔 邱霖睿 蔡祐霖

03C 鴿子會打麻將 翁晨哲 尚玉璽 陳翊洋 歐陽皓

04A Coach許 林東賢 張竣勛 葉佳興 許家彰

04B 我只會踢足球 謝震緯 鄭立宏 許瑋倫 蔡東穎

04C 鮪魚蛋餅 童英睿 林柏穎 周鈺出 陳長煜

05A 土豆第一名B 鄭宇翔 林睿洋 陳佑典 郭建德

05B 富明國際 林育陞 鄭宇均 康淯翔

05C 讀書人2 李翌玄 童之穎 郭子安 吳柏均

06A 尼哥有態度 謝桂琳 鄭凱宏 余鎧任 陳鴻睿

06B 噗隆共3+1 許俊彥 朱淯擷 許育謙 張茗傑

06C 快樂羊 蘇恆緯 黃書逸 陳晉毅

07A 晨間運動 林敬祐 李佳祐 蔡品濬 韓祐安

07B original-blue 鞠呈廷 鄭宇皓 林韋安

07C 黑人牙膏 孫偉翔 周世杰 劉易承 黃柏彰

08A 漢軍騎山豬 郭益勝 林睿芃 林周漢軍 林宇澤

08B 金Q鴨肉飯 陳紀憬 胡智荃 柯若凡 蘇豐越

08C 媽寶隊 曾宜軒 楊盛博 蘇家瑋 王志傑

09A 肥仔粗哥 邵緒銘 何秉諺 邱致遠 莊育源

09B 湯淺電池C 林承佑 張凱傑 吳瑞廷 胡琭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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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 學分守衛隊 鄭富軒 葉德寬 李耀威 高翊凱

10A CJHSA 柯中凱 林士軒 梁家睿 黃翊安

10B 爆爆王 張全祥 葉庭維 楊謹懌

10C 與世無爭 孔令宇 藍子翔 李宥毅 侯宏擎

11A 我們來玩的 莊東祐 黃俊馭 李竑逸

11B 大三不大 蘇聖崴 曾大三 許柏翊 李東儒

11C KBNH 劉泩宏 周駿霖 吳咸宗 李弘燁

12A 土豆第一名A 林思齊 朱柏謙 蔡宗男 許根睿

12B 浪漫的土耳其 顏呈諺 張少瑜 王博誌 陳品傑

12C 雞腿好吃 陳侑宏 張塏健 洪伯宏 蕭夫凱

13A 春日部防衛隊 吳承儒 蔡明軒 盧呈謙 黃柏綸

13B 麻將缺一找我 黃冠凱 吳苡銜 盧奕安 林子恩

13C 逼哩巴拉蹦 曾子宸 傅冠嘉 林凱翔 林凱宸

14A 阿蟲與阿鼠 黃明元 葉宏文 梁瀚友 余哲睿

14B 我浩源派來的 蔡旻翰 陳禾元 吳劭偉 李雄全

14C 下一隊 王博聖 許柏凱 劉肇軒

15A 家榞抱大腿 呂家榞 簡宇信 張耀仁 陳鈺程

15B 四十四隻石獅 張洋 陳易辰 陳韋臣

15C 兩小一胖 莊敦哲 陳學謙 張舜喆

16A 洪爺活力早餐 柯吉庭 張楷晟 蘇瑋豪 王誠凱

16B 那個EKC 邱于宬 陳柏廷 劉冠佑 李雍瑜

16C 二次函數 顏翊軒 李振宇 李昱政 黃塏茗

17A 我們很棒 洪宸鏞 蘇冠霖 吳秉宸 陳威霖

17B 無情哈拉少 彭柏翔 劉冠宏 陳勁廷 鄧文偉

17C 小蜜蜂 林承彥 高貫鈞 江庭瑋 蔣哲銓

18A 今週有事隊 楊盛皓 吳汶哲 陳韋志 張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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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 宅男真神 李威佑 鄭少逸 徐培德

18C 隨便取取 邱凱揚 楊同漢 許展祐 梁凱葳

19A 全隊四百 佘威廷 許宏恩 呂承恩 黃漢哲

19B 炸彈蔥油餅 曾瑋傑 伍敬堯 歐立揚

19C 旗津有沙灘 王承宇 姚嘉祥 施宣宏

20A ABC來打球 王閎豫 謝明哲 劉科典 張棋瑞

20B 越級打怪 廖俊祺 郭宇倫 陳冠燁 陳信諺

20C 彼岸咖啡館 傅司宇 楊力翔 姚承佑

21A 讀書人 張宸維 黃宇宣 鄭文杰 李名鈞

21B 娘家滴雞精 陳翊安 林宗宸 吳睿軒 郭承瑋

21C 欸你過來一下 程立宇 蔡震南 張傑凱 傅宏海

22A 這批很純 林琮祐 歐彥呈 林品閎 楊皓勛

22B 南部學院 楊杰霖 陳彥廷 歐柏毅 謝子傊

22C GLM 王鈺豪 施又睿 盧柏翰 石凱勛

23A 黃以智好肥 楊萬俊 劉建村 薛仲龍 潘士凱

23B 東港清潔隊 林志宸 楊詠麟 吳易陽 陳宏偉

23C 學弟來找碴 陳彥行 莊凱翔 蔡旻軒 顏志恆

24A 那隊 李維倫 李桓維 劉佳修 劉冠廷

24B VeGee 莊耀磊 蘇智豪 陳有豐

24C 想輸的就過來 趙建儒 郭柏佑 韓明翰 辛丞佑

25A 娛樂性質 朱祐慶 吳崇維 吳紹銘 梁博勛

25B 下雨天積水 蔡祐誠 黃進昌 謝李瑞賢 林裕聰

25C 守下留情 溫鎧瑋 黃泓睿 蕭明廣 戴偉丞

26A CMSH 王則閎 鄂勇城 姜智仁

26B 浪漫Duke 薛楷譯 鄭凱鴻 胡志謙 謝漢龍

26C 藍色小怪物 黃育霆 林俊佑 楊少龍 郭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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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 建興小屁孩 黃貫銘 林杰瑞 顏崇閔 張智勝

27B 隊長似魯蛋 王丞右 王伯思 邱柏淵 顏聖峰

27C 育翔臭屁屁 蘇泰瑀 蘇祐廷 杜育翔 許富琮

28A 要排隊 洪晟凱 劉謙琦 盛葉昱 廖軒佑

28B 你阿嬤底 許長裕 陳致融 施又銘 蕭凱仁

28C YcoLj 林祐瑋 黃詠傳 陳佑昇 陳癸翰

29A 統鴻冷凍 陳韋豪 林承志 蔡承祐 葉士菖

29B 隨心所欲 陳俊嘉 林東逸 劉富成 吳昱杰

29C 小哥哥 潘益泓 陳冠銘 陳威仁 楊尚恆

30A 雲家檸檬 雲秉睿 洪椲宸 施柏志 陸奕諺

30B We Care 涂詠超 凃浚誠 陳冠喆 黃冠翰

30C 吻仔魚的逆襲 張峰銘 邱吉爾 高以恩 廖冠翔

31A 609戰隊 劉建逸 吳冠穎 陳柏佑

31B 外送糾察隊 江仁羿 黃彥傑 劉文斌 吳承穎

31C 搜哩博 鄭皓恩 黃志宏 詹崴閎

32A 湯淺電池B 戴定君 許鐙元 陳鈺憲 蔡鎮宇

32B 贏我就不對 凌長邑 許鈞偉 鐘泳昌 吳秉宸

32C 禁藥team 黃子宸 方力洋 曾建彰

33A 人民的法槌 陳哲煒 魏欣權 李韋廷 高崇祐

33B 矮東瓜打爆你 吳豐明 伍羿融 劉興闕 王御安

33C 政傑隊友多 黃睿杰 陳乃瑒 曾華威 李政傑

34A 身高160 江笠豪 廖祐賢 曾培竣 劉皓宇

34B 揮傑好帥 王瑞頡 鍾明崴 黃新傑 曾景琨

34C 恆哥凱瑞我 郭秉睿 黃柏銜 王志恆

35A 清潔隊 謝宗諺 林德謙 霍廷瑋

35B 煞氣a屁孩 李柏均 謝澤昊 李冠霆 宋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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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C 傳球沒在看 王韋凱 鄂尚駿 鄂佑幸

36A 鋼彈吊單槓 王佑鈞 管政緯 蔡宗恩 施辰龍

36B 只想好好打球 張信哲 陳英睿 林恩睿 劉茂詳

36C 六億通風工程 洪崙華 楊承鈞 施長璟 楊翊群

37A 今晚打老鼠 謝佳佑 陳威言 成嘉和 王志成

37B 辛普森家庭 陳繹彬 孫梓銜 陳宥霖 李承澤

37C 豬殺四方 王奕翔 楊承翰 范鈞皓 陳建衡

38A 不會打籃球 劉峻侖 文凱 盧威任 林仕喆

38B 反正我就爛 張晏綸 謝宗佑 吳奕賢 詹世捷

38C 來領安慰獎 張建昌 陳仕勛 陳羽軒 陳威丞

39A 泓景環保 陳羿宇 莊益民 黃翊嘉 楊新城

39B 宇諺回來到 黃君軒 江翊嘉 趙貫宇 楊宇諺

39C 猴王駕到 郭宸維 陳信宇 楊詠升

40A 酷酷嫂 林靖弘 葉威甫 蔡秉亨 潘逸安

40B NGP 蔡郅成 張宗憲 任永承

40C 湯淺電池A 陳興超 謝明桓 姚昀 陳士翊

41A 隊長是天菜 趙晉緯 林晟威 鄭宗禔 吳海睿

41B 阿就阿不就 胡景棠 駱彥誠 蔡秉洋 江宣庭

41C 火山管 李冠霆 謝杰諺 侯宇倫 陳郁文

42A 忠延企業 蔡宜哲 胡宸維 朱峻彥

42B 建村好帥 許倢銨 陳嘉文 黃以智

42C 林北就是林北 林柏翰 楊健偉 杜秉益 施建霖

43A CGTD 鄭維中 呂易霖 陳柏賓 王才維

43B C.N.S 陳律勳 鍾榮華 陳勳燁 周鍾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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