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組甲 分組乙 分組丙 分組丁

01-嘉義衝鋒隊 05-花蓮樂智隊 09-台南OSAS 13-東方隊
台灣高 台灣高 台灣高 台大聯盟
嘉義市 / 嘉義縣 / 雲林縣 花蓮縣 台南縣 台北市 / 新北市 / 基隆市
A0101 侯俊豪 B0501 吳國本 C0901 黃奕翰 D1301 宋兆祥
A0102 陳文隆 B0502 林淑娥 C0902 楊昇諭 D1302 陳禮信
A0103 許耿翔 B0503 謝永聰 C0903 范凱閎 D1303 陳冠宇
A0104 林勝傑 B0504 戴榕 C0904 宜家育 D1304 陳仁雄
A0105 洪麗寶 B0505 游婷詠 C0905 顏嘉興 D1305 王世正
A0106 楊世章 B0506 蕭富益 C0906 黃筱慧 D1306 張子成
A0107 侯韋揚 B0507 黃品柔 C0907 陳立傑 D1307 王錦葉
A0108 徐戴雄 B0508 張莉莉 C0908 葉昭奇 D1308 吳淑年

B0509 王文燦

02-智慧健康樂學團 06-宜蘭越誠隊 10-台北智寶隊 14-銀閃閃隊
台灣高 中華高球 中華高球 中華高球
台東縣 宜蘭縣 台北市 / 新北市 / 基隆市 台中市 / 苗栗縣 / 彰化縣 / 南投縣
A0201 劉興華 B0601 郭豫甫 C1001 何宣誠 D1401 蘇鐘培
A0202 張仙影 B0602 鄭志富 C1002 黃智謙 D1402 張其墩
A0203 陳玉月 B0603 連一玫 C1003 黃立偉 D1403 陳嬌鴻
A0204 陳明光 B0604 俞建全 C1004 葉豐嘉 D1404 游永欽
A0205 林世杰 B0605 林靜玫 C1005 張菁芬 D1405 柳惠真
A0206 李金花 B0606 賴錦堃 C1006 張麗姿 D1406 姚素卿
A0207 熊高光連 B0607 張建昌 C1007 陳寶瑩 D1407 張濟華
A0208 陳沛諭 B0608 林秋呈 C1008 蔡菊芳 D1408 張淑美

03-臺中和善隊 07-新竹智勇隊 11-台北樂活隊 15-新竹奇葩隊
台灣高 中華高球 台灣高 利樂高
台中市 / 苗栗縣 / 彰化縣 / 南投縣 桃園市 / 新竹市 / 新竹縣 台北市 / 新北市 / 基隆市 桃園市 / 新竹市 / 新竹縣 
A0301 張錫男 B0701 林瀛漳 C1101 張哲原 D1501 林礽鈞
A0302 廖秀鑾 B0702 張志光 C1102 黃耀賢 D1502 吳聲滋
A0303 劉美錦 B0703 施竹東 C1103 劉興城 D1503 黃益和
A0304 張秀清 B0704 駱根樑 C1104 林耿徹 D1504 黃珊綺
A0305 林玲絮 B0705 莊秋木 C1105 金輝耀 D1505 莊明深
A0306 林素女 B0706 黃宏珍 C1106 楊藤吉 D1506 邱顯斌
A0307 賴慶和 B0707 林邦興 C1107 柯俊全 D1507 楊漢卿
A0308 廖炳南 C1108 張碩庭 D1508 翁友明
A0309 林金益
A0310 黃炳輝

04-新竹智寶隊 08-新北亨運隊 12-臺中歡喜隊 16-台中雄獅隊
中華高球 台大聯盟 台灣高 中華髙運
桃園市 / 新竹市 / 新竹縣 台北市 / 新北市 / 基隆市 台中市 / 苗栗縣 / 彰化縣 / 南投縣 台中市 / 苗栗縣 / 彰化縣 / 南投縣
A0401 鍾宏亮 B0801 陳位鋆 C1201 陳瑞昌 D1601 蔡舒嵋
A0402 林盈鋒 B0802 曾美玲 C1202 洪進松 D1602 郭傑叁
A0403 羅錦堂 B0803 張秀花 C1203 黃建璋 D1603 盧葦洲
A0404 劉建坟 B0804 彭佳雁 C1204 王明和 D1604 陳蕙怡
A0405 黃詳寓 B0805 劉彩玉 C1205 朱凱隆 D1605 陳新志
A0406 陳國平 B0806 李贛芬 C1206 丁鴻恩 D1606 蕭俊榮
A0407 鄭根福 B0807 蔡輝忠 C1207 朱家泉 D1607 黃雅惠
A0408 徐佩瑜 B0808 陳建佑 C1208 林惠子 D1608 陳世豪

C1209 陳永基
C1210 曾麗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