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籤序

號
隊名 學校

國小01 莒光童軍C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陳郁霖 李昭緯 劉育陞 莊承諺 林晉億 葉可捷 王立滕 陳愷謙 潘灝 吳宗熹 康皓翔 余建洲

國小02 鹹魚B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董宣妘 莊旻庭 史家秐 陳田欣 曾宥蓁 莊旻家 劉亭妤 陳宥綾 楊恩妮 蘇庭萱 許文齡 蔡鈺慈

國小03
二苓young

young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小 黃馨瑩 胡婷宜 蘇奕銨 楊恩昀 康姿玉 洪欣郁 宋昀蓁 陳宜葇 莊昀蓁 魏滋綺

國小04 鼓山奇兵C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林子婷 蘇靖淳 賴艾妘 王名禎 林宜君 柯乃瑜 陳姿尹 吳沛蓁 許牧畇 王秀如 林芷亘

國小05 勝利國小B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林薇 趙葦錡 林侑儀 許安蓁 李宜臻 賴姿叡 王薪惠 姚翊姍 涂沁 陳韋儒 邱子芸

國小06 小小兵A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小 柯博勛 劉晉宇 劉竣愷 楊博豐 梁世鈞 洪子恩 楊承諭 佘翔偉 陳柏宇 李丞捷

國小07 屏寶超能勇士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國小 肯尼 朱政豪 鄭奕昊 孔沛元 陳柏銨 曾柏陵 周吉儒 林品丞 林大友 賴宥豪 葉宸瑞

國小08 贏我就不隊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國小 陳冠涵 林浩宇 楊詠程 胡裕祥 張翊恩 林若晴 張愷庭 陳庭榕 林韋汝 林廖憶如 劉于慎

國小09 小小兵B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小 李旻恩 林詠珊 施莉淇 張儷馨 陳品歆 楊捷安 黃美璇 洪妤瑄 柳又瑄 黃宥羚

國小10 勝利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朱品蓉 鄒睿亞 林俐綺 陳戀芊 胡綺恩 王于安 滕子涵 郭萱錡 華貞真 黃子芸 孔德馨

國小11 龍踏祥雲增華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劉士琦 張登灝 楊冠穎 楊閎程 張子鉉 趙有廷 張惟翔 卓宸毓 李宥辰 張英傑 楊秉諠 呂沛震

國小12 莒光童軍A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陳品雯 張楷鈴 鄭予釩 李羽芯 林恩儀 陳冠妤 朱婉寧 粘惟茵 鍾雅云 黃子恬 吳享昀 林可恩

國小13 鹹魚A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楊昀叡 宋曼如 鄧曉蕾 陳紀希 翁芷茜 柯家瑞 熊宥喬 黃千芸 顏婉凌 楊雲茿

2019校園旋風腿～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國小組】抽籤序號公告

抽籤序號是依12月6日的抽籤結果，並按照該序號進行各輪比賽，請各隊伍務必牢記。
為避免得獎隊伍獎狀印製時將選手姓名印錯，各隊伍選手公告名單中若有誤植，請於12月10日（星期二）前來電更正，電話：（07）8034473轉206。

2019校園旋風腿～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名冊（國小組）

選手(含預備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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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校園旋風腿～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名冊（國小組）

選手(含預備選手)

國小14 跑贏了就對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小 林宛臻 柯靜宜 潘義凌 鄭文鳳 尤奕憲 廖堃宇 葉哲宇 夏靖富 王允承 詹羿祺 張宮銘 葉祐新

國小15 五林高手 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小 劉祐杰 劉祐侖 陳亮羽 凌允証 沈宥杉 陳冠佑 柯宥宏 黃楷恩 陳品翰 凌昆琳 高麒閔 凌允浩

國小16 中壇國小b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小 陳姿旻 許汝方 劉子楣 劉珈岑 劉芳樸 刁旖桐 劉芳妤 林藜臻 邱韻圓 張雅晴 劉子誼

國小17
漢民田徑小將

(男)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小 胡子程 許丞傑 劉宥亨 周詠智 吳柏毅 鍾秉璋 賴俊宇 潘佾辰 林佑宸 陳宥杰

國小18 中壇國小a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小 柯思琪 韓佳恩 羅怡潔 劉衣珊 劉軒妤 鍾綺云 曾憶如 劉家妤 劉又瑄 鄭卉鈞 童品蓁

國小19 二苓古堡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小 董雅妮 高嘉妤 歐香葦 洪翊淋 郭雨蓁 呂宥芯 洪靚璇 謝詠甯 潘愛喜 黃湘婷 顏巧樂

國小20 烏林國小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國小 陳冠宇 王士銘 游益達 黃聖文 陳容宇 郭奕承 江昆旻 陳沛欣 黃玉涵 吳芳綺 蔡佳芮 施皓柔

國小21 鼓山奇兵A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柯佶君 陳藝隴 郭春源 董至仁 李宏逸 唐宇諺 許梵麒 吳翊萱 李少涵 許婕琳 鄭少懷 夏煥欽

國小22 黑白紅戰士隊 高雄市路竹區下坑國小 林逸 余家業 陳楷中 陳峻梵 林俽愉 陳姿涵 謝芸芸 鄭羽書 趙又蓁 蔡宜均 陳志賢

國小23
漢民田徑小將

(女)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小 王妤安 錢姻錡 張芷容 蘇沛宜 龔可依 林郁汶 張郁昀 王鈺婷 周彥伶 王妍喬

國小24 鼓山奇兵B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孔念安 王力岑 高嘉文 邱孝一 楊翰威 潘晨恩 李智信 邱孝佑 祖港 王崇瑋 林逸翔 李智心

國小25 後紅阿信2.0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國小 劉品妤 涂雅涵 葉品妏 藍品玓 謝涵任 楚以新 林君涵 李丞薇 郭渝柔 葉佾欣 楊千嬅

國小26
漢民田徑小將

(混合)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小 呂睿鍇 林昀佑 黃廷翰 林柏佑 尤翊丞 陳立恩 陳學泓 李羿辰 呂睿甄 林佑年

國小27 中壇國小c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小 蕭紫軒 蕭潔妤 曾信 劉芷妤 黃鈺珠 鍾采容 李梓綾 曾安 古沛方 劉韋岑 劉芷潾 古蕊綺

國小28 莒光童軍B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謝秉澔 黃巧宇 李沁婕 徐苑荷 何奕潔 林康旖 張巧妍 蘇宥寧 張巧甯 曾宥嘉 黃阡叡 劉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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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校園旋風腿～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名冊（國小組）

選手(含預備選手)

國小29 奔跑吧女孩！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國小 洪蓁敏 謝沛岑 洪靚璇 林妙樺 黃亭瑜 楊汶函 史安庭 何婉廷 楊家琪 洪宜庭 高韶婕

國小30 龍肚夢工廠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小 鍾稟禾 潘英善 蕭立原 張鈞洋 蔡宜岑 蕭之潁 朱容瑄 林依婷 凌于庭 羅紫渝 楊楷澤 蕭薫妤

國小31 二苓大蛇丸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小 丁云婷 葉玟秀 徐千淳 賴芸芸 洪翊薰 林言芯 宋采縈 李婕琳 陳美恩 林恩如 陳鈺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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