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錄

蔡亞美 錢怡靜 朱冠蓁 陳靖昀 雷媖琇 王鈴惠

清水國中 楠梓國中 新豐國中 達得勝A隊 日南國中 台中市隊

蔡亞美 陳靖昀 鄭念庭 錢怡靜 雷媖琇 劉文萱

清水國中 達得勝A隊 日南國中 楠梓國中 日南國中 清泉國中

鄭念庭 張詠葳 劉文萱 吳婭弘 鐘昀婷 王鈴惠

日南國中 楠梓國中 清泉國中 新豐國中 清水國中 台中市隊

12 8 8 3 1 1

日南國中 清水國中 新豐國中 清泉國中 楠梓國中 台中市隊

53"862 55"486 56"976 57"097 58"205 59"276

鄭念庭 陳芷榆 朱冠蓁 林盈蓉 張詠葳 王鈴惠

雷媖琇 蔡亞美 錢怡靜 劉文萱 錢怡靜 王樁錡

熊崇勛 徐子軒 黃凱倫 王沛霖 陳建忠 朱信逸

臺北市A隊 新豐國中 臺中市隊 臺北市A隊 臺中市隊 新豐國中

范宏齊 黃凱倫 徐柏翔 林宬葦 王秉豪 陳逢霖

日南國中 臺中市隊 清水國中 清水國中 清泉國中 新豐國中

洪賜賢 徐柏翔 林宬葦 熊崇勛 范宏齊 陳逢霖

臺中市隊 清水國中 清水國中 臺北市A隊 日南國中 新豐國中

8 8 5 5 2 2

臺中市隊 日南國中 新豐國中 清泉國中 臺北市A隊 大甲國中

49"556 51"774 51"240 51"416 51"779 52"822

陳建忠 郭震華 陳逢霖 王駿誠 王沛霖 王政傑

黃凱倫 李信賢 張明毅 蔡宇軒 熊崇勛 郭鎮銘

李崇維

王伶瑄 邱聖芯 賴慈慧 田巧宜 呂雅雯 陳沛瑜

臺中市隊 楠梓國中 建華國中 臺中市隊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紀亭羽 陳卿瑀 王伶瑄 鄭慈祐 鄭巽徽 黃毓晴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臺中市隊 清水國中 楠梓國中 臺北市隊

紀亭羽 邱聖芯 賴慈慧 田巧宜 王虹昱 鄭慈祐

臺中市隊 楠梓國中 建華國中 臺中市隊 清水國中 清水國中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楠梓國中 清水國中

53"941 54"810 54"810 56"603

王伶瑄 陳卿瑀 邱聖芯 王歆婷

紀亭羽 陳沛瑜 鄭巽徽 鄭慈祐

黃健彰 張凱棋 段承恩 陳柏瑋 邱振權 謝均鴻

新豐國中A隊 新豐國中A隊 大社國中 大社國中 臺中市隊 建華國中

劉先雨 陳俊言 盧建恩 李仁豪 段承恩 曾嘉頡
新豐國中A隊 臺北市A隊 大社國中 新豐國中A隊 大社國中 達得勝A隊

黃健彰 劉得安 許建隆 陳柏瑋 李廷威 張凱棋
新豐國中A隊 新豐國中A隊 新豐國中B隊 大社國中 臺北市A隊 新豐國中A隊

20 4 3 3 3 3

新豐國中A隊 臺中市隊 新豐國中B隊 新豐國中A隊 建華國中 大社國中

3'45"082 3'55"008 3'52"325 3'45"082 4'10"182 3'54"36

張凱棋 邱振權 鍾協翰 張凱棋 謝均鴻 段承恩

黃健彰 柯仲恩 鄭侑其 黃健彰 穆建銘 曾暐翔

李仁豪 徐悅修 許建隆 李仁豪 徐御凱 陳泓廷

劉得安 范宏鍇 謝富詠 劉得安 葉柏宏 陳柏瑋

大社國中 新豐國中A隊 清水國中 日南國中 臺中市隊 新豐國中A隊

46"412 49"966 48"615 49"248 46"412 49"966

段承恩 黃健彰 曾浩宸 孫啟榮 段承恩 黃健彰

盧建恩 劉先雨 曾致誠 孫啟源 盧建恩 劉先雨

臺中市隊 新豐國中A隊 清水國中 日南國中 楠梓國中 大社國中

74 51 50 39 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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