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大城排球俱樂部 2.南戰 50 狼 3.新航快遞 4.金剛狼 A

5.金剛狼 B 6.南市教聯球友 7.嘉縣教聯 8.中鋼

1.牡丹 2.藍領工作魚 3.永發停車 4.白河一群農夫

5.松信報關 6.高市謙臻科技 7.逢甲校友 8.屏東儒林

9.潮中校友 10.嘉農校友 11.淵湖同盟 12.中鋼

1.立鴻紙業 2.嘉農校友 3.學姐  4.東吳校友

1.嘉大土木 2.聰晉企業 3.樹德 A 4.新航快遞

5.志阿 6.福誠 7 共享健康平台 8.宥融木地板

9.南山 10.中原大學 11.高市謙臻科技 12.澎湖

13.樂晴佳尚美 14.林園囝仔 15.彰化師大 16.道明

17.屏榮高中 18.嘉義大學 19.愛農 20.口福不淺

21.中鋼 22.DSVM

1.求你了 2.中山大學 3.豬朋友 4.南應 SA

5.明湖國中 6.高雄師大 7.博愛社區 8.紅色 PUMA 胖

9.基隆商工校友 10.中國醫大 B 11.蠔蝦先生

1.高雄師大 A 2.高雄師大 B 3.實踐大學 A 4.實踐大學 B

5.明志科大 6.樹德 B 7.崑山科大 8.中山大學

9.高雄餐旅大學 10.東南科大 11.中國醫大 A 12.中國醫大 B

13.靜宜大學紅 14.靜宜大學黑 15.大葉大學 16.高雄醫大

17.中華醫大 18.高雄科大 A 19.高雄科大 B 20.虎尾科大

21.嘉藥(白) 22.嘉藥(紅) 23.開南大學 24.弘光科大

25.正修科大 26.文藻男排 27.台東大學 28.屏東科大

29.義守大學 30.遠東科大

大專男子組

長青九人制組

壯年九人制組

男女混和九人制

社會男子組

社會女子組



1.僑光科大 2.嘉義大學 3.屏東科大 4.高雄科大 B

5.中山大學 6.文藻女排 7.陸專 8.義守大學

9.大葉大學 10.高雄餐旅大學 11.高雄科大 A 12.中國藥妝

13.輔英科大 14.南台科大 15.正修科大 16.中國醫大 A

新北明德高中 北市內湖高工 雲縣大成商工 雲縣麥寮高中

嘉縣萬能工商 高市福誠高中 屏縣屏榮高中

基市安樂高中 基市八斗高中 北市景美女中 中市東山高中

彰縣二林工商 嘉縣萬能工商 高市中山工商 屏縣枋寮高中

屏縣屏榮高中

基市基隆商工 桃市大溪高中 中市台中一中 彰縣和美高中

投縣五育高中 南市南大附中 高市旗美高中 高市中正預校

高市中山工商 高市三民家商 高市瑞祥高中 高市鼓山高中

屏縣枋寮高中 屏縣佳冬高農 屏縣屏東高中 東縣台東高中

東縣台東高商

北市大同高中 北市華江高中 苗縣苑裡高中 雲縣義峰高中

彰縣和美高中 南市台南高商 南市南大附中 高市樹德家商

高市高雄高商 高市旗美高中 高市三民家商 東縣台東高商

北市誠正國中 北市明湖國中 北市明德國中 雲縣馬光國中

南市學甲國中 高市福誠高中 高市前鎮國中 屏縣新園國中

屏縣內埔國中 屏縣明正國中 屏縣潮州國中

大專女子組

高中男子甲組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甲組

國中女子甲組



北市明湖國中 桃市八德國中 高市大寮國中 屏縣新園國中

北市東湖國中 桃市福豐國中 桃市八德國中 桃市建國國中

苗縣建國國中 中市豐南國中 中市大雅國中 中市后里國中

彰縣福興國中 彰縣伸港國中 投縣南崗國中 投縣草屯國中

雲縣元長國中 嘉縣義竹國中 南市白河國中 南市後甲國中

南市北門國中 南市中山國中 高市旗山國中 高市鳥松國中

屏縣泰武國中 屏縣萬丹國中 屏縣瑪家國中 屏縣林邊國中

北市石牌國中 桃市福豐國中 中市大雅國中 中市惠文國中

中市豐南國中 彰縣福興國中 彰縣和美高中 投縣草屯國中

雲縣褒忠國中 嘉縣朴子國中 嘉縣義竹國中 南市中山國中

高市旗山國中 高市前鎮國中 高市鳳山國中 高市鳥松國中

屏縣萬丹國中 屏縣瑪家國中 屏縣潮州國中 屏縣至正國中

屏縣內埔國中

北市福星國小 北市大安國小 北市三民國小 北市明湖國小

北市長春國小 北市胡適國小 新北莒光國小 新北後埔國小

新北鶯歌國小 新北文林國小 新北積穗國小 新北三峽國小

北市新生國小 桃市中山國小 苗縣苑裡國小 中市惠文國小

中市大元國小 中市東寶國小 中市大雅國小藍 中市大雅國小白

雲縣橋頭國小 雲縣麥寮國小 嘉縣朴子國小 南市東陽國小

南市六甲國小 高市樂群國小 高市林園國小 高市中庄國小

高市成功國小 高市七賢國小 屏縣霧台國小 屏縣萬安國小

屏縣萬丹國小 屏縣內埔國小 屏縣佳義國小 宜縣礁溪國小

北市實踐國小 北市三民國小 北市明湖國小 北市大安國小

北市新生國小 北市福星國小 新北文林國小 新北莒光國小

新北鶯歌國小 新北三峽國小 新北後埔國小 新北積穗國小

新北成功國小 桃市大成國小 桃市莊敬國小 桃市中山國小

竹縣六家國小 竹縣新豐國小 苗縣苑裡國小 苗縣卓蘭國小

中市大雅國小 中市北屯國小 中市惠文國小 中市豐田國小

雲縣北辰國小 雲縣麥寮國小 嘉市興安國小 高市中庄國小

六年級女童組

國中女子甲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六年級男童組



高市樂群國小 屏縣勝利國小 屏縣賽嘉國小 屏縣萬丹國小

屏市崇蘭國小 宜縣礁溪國小

北市五常國小 北市明湖國小 北市長春國小 北市三民國小

新北大觀國小 新北積穗國小 新北文林國小A 新北文林國小B

新北莒光國小 新北鶯歌國小 桃市大成國小 竹市龍山國小 B

竹市龍山國小 A 苗縣苑裡國小 中市大雅國小藍 中市大雅國小白

中市四張犁國小 中市東寶國小 投縣炎峰國小 雲縣橋頭國小

雲縣北辰國小 嘉縣民雄國小 南市東興國小 南市白河國小

南市六甲國小 高市樂群國小 高市港和國小A 高市港和國小B

高市林園國小紅 高市林園國小藍 高市中庄國小 高市七賢國小

屏縣賽嘉國小 屏縣霧台國小 屏縣內埔國小 屏縣佳義國小

屏縣萬丹國小 宜縣頭城國小 宜縣礁溪國小

北市大安國小 北市五常國小 北市明湖國小 北市實踐國小

北市三民國小 新北莒光國小 新北積穗國小 新北鶯歌國小

桃市大安國小 桃市大成國小 桃市莊敬國小 竹縣六家國小

苗縣苑裡國小 中市大雅國小黃 中市大雅國小紅 中市新平國小

中市力行國小 中市北屯國小 嘉縣興中國小 南市安慶國小

高市林園國小 高市樂群國小 高市七賢國小 屏縣烏龍國小

屏縣萬丹國小 屏縣佳義國小 屏縣勝利國小 屏市崇蘭國小

宜縣礁溪國小

五年級男童組

五年級女童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