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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03 【機關名稱】 台北市敦化國中 
領隊： 高敏慧 管理： 王愛麟 教練： 林宇濃 莊佳雯

隊員名單：
001曾群翔 002溫智凱 003陳俊宏 004陳俐妤 005鄭嵐云
015羅香寧     

【機關代碼】 004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領隊： 邱淑娟 管理： 林世華 教練： 薛春秋 何春德

隊員名單：
016謝政宏 017林紹緯 018郭建誠 019謝艾伶 020蔡少瑀
029魏綺儀     

【機關代碼】 005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領隊： 鍾芷芬 管理： 林柏瑩 教練： 邱稚榛

隊員名單：
006陳安萱 007林樂衡 008朱冠霖 009顏廷倢 010高李嫣
011楊佳蓁 012林健豐 013劉至承   

【機關代碼】 007 【機關名稱】 松山工農 
領隊： 何杉友 管理： 黃信學 教練： 黃信學 徐賢龍

隊員名單：
014林映宏     

【機關代碼】 008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領隊： 林凱瓊 管理： 郭浚經、吳政仁 教練： 邱敬桓 邱敬雅

隊員名單：
021徐諺鑫 022許期鈞 023邱敬鈺   

【機關代碼】 009 【機關名稱】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中 
領隊： 黃政詩 管理： 簡湘雲 教練： 巫俊學 翟家品

隊員名單：
024連慶豐     

【機關代碼】 011 【機關名稱】 台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領隊： 林正洲 管理： 林長佑 教練： 郭姿伶

隊員名單：
025陳家瑋 026宋子群 027陳畇榤 028王博慶  

【機關代碼】 013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領隊： 劉美慧 管理： 吳伯義 教練： 徐賢龍

隊員名單：
030周羿廷     

【機關代碼】 015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領隊： 陳玲玲 管理： 陳俊利 教練： 溫青倪

隊員名單：
031黃靖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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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16 【機關名稱】 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領隊： 吳中程 管理： 吳中程 教練： 巫俊學

隊員名單：
032林謙     

【機關代碼】 017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領隊： 張云棻 管理： 邱柏翰 教練： 林珈余

隊員名單：
033謝易錚     

【機關代碼】 018 【機關名稱】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中 
領隊： 曾文龍 教練： 徐賢龍 林珈余
管理： 陳雅琳 張家豪

隊員名單：
056周希潔 057廖思晴 058林宥澤 059李羿辰  

【機關代碼】 021 【機關名稱】 萬芳國中 
領隊： 管理： 教練： 劉羽倩

隊員名單：
034駱以芯     

【機關代碼】 025 【機關名稱】 臺北市中正高中 
領隊： 江惠真 管理： 江曉帆 教練： 陳少騏 曾彥崳

隊員名單：
035吳奕鋒 036劉奕賢 037盧瑜駿 038陳家慶 039蕭聖燁
040林敬捷 041王俊凱 042何承駿 043陳姍柔 044許宸浩
045王品超 046徐子翔 047盧恩勛 048高敬瑋  

【機關代碼】 026 【機關名稱】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領隊： 劉晉立 管理： 黃偉揚 教練： 陳潤智 陳詠銓

隊員名單：
049蔡彭駿誠 050郭霈淇 051吳立心 052陳珮琦 053李明哲

054蓋賢章 055趙    鎔 060談依庭   

【機關代碼】 027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領隊： 洪志成 管理： 教練： 游日鴻

隊員名單：
070鄭少豪 071林家赫 072江依庭 073詹又瑄 074葉宥辰
075高胤耕 076郭晏禎    

【機關代碼】 028 【機關名稱】 台北市私立復行實驗高級中學 
領隊： 吳志弘 管理： 黃思維 教練： 蕭雅箴 曾健騰

隊員名單：
061李庭維 062陳彥中 063陳品瑄 064蘇宇薇 065嚴安慈
066楊詠善 067洪啟睿 068林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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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29 【機關名稱】 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領隊： 陳清誥 管理： 孫志輝 教練： 林志儫 林珈余

隊員名單：
069徐向昕     

【機關代碼】 030 【機關名稱】 台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領隊： 高國慶 管理： 教練： 徐賢龍

隊員名單：
077黃妡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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