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組二人賽
台北市興德國小
領隊：周哲賢 教練：周哲賢 管理：周哲賢
黃霆柔 劉云珊 陳冠儀 金聖潤 陳冠侯 周芊妘 黃霆婕
周子翔 陳昱晴
台北市光復國小
領隊：徐欣屏 教練：詹宇峰 管理：楊舒涵
李翊銓、任以鈞、陳品諺、李懷安、王溥辰、王鏡權
桃園市中原國小
領隊：蕭志民 教練：林哲緯 管理：余曉芬
陳禹丞 張讓云 劉宇勝 吳家旭 賴聰霆 黃健瑜 阮明智
賴聰岳 呂定翰
桃園市大同國小
領隊：徐水柯 教練：劉耀益 管理：呂昭城
林建龍 范景翔 宋亞倫 黃玟儀 徐婕心 鍾沂庭 徐梓傑
宋鈞凱 宋鈞雅
屏東縣北葉國小
領隊：高至誠 教練：蕭照陽、方瑞照 管理：方瑞照
林浚袺 黃子謙 曾塞特 柯羿翔 馮家寶 蔡松叡 俞獻恩
吳橙宥 張成偉

國中男子組二人賽
台北市士林國中
領隊：林凱瓊 教練：詹宇庭 管理：吳政仁
林郁傑 江柏霆 陳泓銘 陳楷昇 洋其諭 曾宇謙 陳亭翰
吳承軒 蕭詠綸
台北市至善國中
領隊：林正洲 教練：林長佑 管理：畢健華
王君崴 徐釋華 陳凱 謝丞竣 柯詠峻 柯尼爾
無界有愛/無界塾實驗教育
領隊：葉丙成 教練：林暐倫、柯淇羚 管理：劉孟硯
蔡尚恒 周郁翔 陳峙亨 林子惟 林弈岓 陳弈通
桃園市福豐國中
領隊：張秋銘 教練：林暐倫 管理：劉昶佑
陳毅凱 吳錫柏 楊凱成 何竣宇 陳名翰 張鈞愷 余政翰
劉昱廷 吳祐丞
屏東縣佳冬國中
領隊：鄭雅靜 教練：鄭力元 管理：李煥元
曾振德 葉子韓 曾宸瑋 潘培軒 賴政存 陳睿儒 戴逸群

社會公開男子組二人賽
台北市
領隊：戴錫欽 教練：詹宇庭 管理：郭浚經
陳冠宇 詹宇庭 郭昱鋌 蔡政翰 詹宇峰 謝政穎 石浩天
鄧聲和 王崇安
士中校友
領隊：戴錫欽 教練：詹宇庭 管理：郭浚經
高愷佑 吳聲佑 戴宏恩 樓軒 黃駿逸 李柏汶 李杰恩
柯俊宇 李裕智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領隊：林玫君 教練：劉昶佑 管理：洪婕菡
林侑增 李育良 林廷宇 陳道銘 林和蒲 衛世杰 李誠哲
黃泓銘 玉井正朗
桃園市男子隊
領隊：吳嘉創 教練：劉耀益 管理：黃玉貞
劉昶佑 謝伯鑫 林銘軒 林暐倫 簡容緯 吳眾源 張博翔
余淮楚 楊凱安
嘉南藥理大學
領隊：莊庭禎 教練：方瑞照 莊庭禎 管理：張旭欽
羅上祐 陶秉業 李信嶸 王昶穎 方瑞照 吳侑倫
屏東佳冬
領隊：鄭力元 教練：鄭力元 管理：方瑞照
潘靖龍 蔡浩立 楊宗明 邱一捷 詹明隆 潘政佑 陳冠維

國中女子組二人賽
台北市士林國中
領隊：林凱瓊 教練：詹宇庭 管理：吳政仁
徐若瑄 黃子昀 邱孟潔 陳姿瑜 何凡幼 張莘培 何沛穎
陳曉葳 邱侑怡
桃園市福豐國中
領隊：張秋銘 教練：林暐倫 管理：劉昶佑
馮立昀 楊詩婷 江泰莉 徐羽欣 洪于涵 張彥綺
屏東縣佳冬國中
領隊：鄭雅靜 教練：鄭力元 管理：李煥元
賴秭翊 葉秀盈 林湘琦 吳茗軒 邱雅姵 林美英

社會公開女子組二人賽
台北市
領隊：戴錫欽 教練：詹宇庭 管理：郭浚經
郭芷伶 郭書宇 洪珮芸 林芷姸 李姿欣 許家綺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領隊：林玫君 教練：劉昶佑 管理：洪婕菡
吳庭妤 魏詩芫 李易勳 柯淇羚 林欣穎 邵暐婷 陳筱涵
黃郁涓 劉怡伶
美和科大
領隊：鄭力元 教練：方瑞照 管理：鄭力元
陳佳佩 阮鈺棋 潘奕婷 潘若慈 葉妤珊 陳育婷

國小組三人賽
台北市興德國小
領隊：周哲賢 教練：周哲賢 管理：周哲賢
黃霆柔 劉云珊 陳冠儀 金聖潤 陳冠侯 周芊妘 黃霆婕
周子翔 陳昱晴
桃園市中原國小
領隊：蕭志民 教練：林哲緯 管理：余曉芬
陳禹丞 張讓云 劉宇勝 吳家旭 賴聰霆 黃健瑜 阮明智
賴聰岳 呂定翰
桃園市大同國小
領隊：徐水柯 教練：劉耀益 管理：呂昭城
宋亞倫 宋鈞凱 宋鈞雅 徐梓傑 林建龍 范景翔 黃玟儀
徐婕心 鍾沂庭
屏東縣北葉國小
領隊：高至誠 教練：蕭照陽、方瑞照 管理：張俊雄
林浚袺 黃子謙 曾塞特 柯羿翔 馮家寶 謝佳恩 蔡松叡
吳橙宥 張成偉 俞獻恩 卡拉依樣．拉發誥 王詠欽

國中男子組三人賽
台北市士林國中
領隊：林凱瓊 教練：詹宇庭 管理：吳政仁
林郁傑 江柏霆 陳泓銘 陳楷昇 洋其諭 曾宇謙 陳亭翰
吳承軒 蕭詠綸 李敏至 李捷安
桃園市福豐國中
領隊：張秋銘 教練：林暐倫 管理：劉昶佑
陳毅凱 吳錫柏 楊凱成 何竣宇 陳名翰 張鈞愷 余政翰
劉昱廷 吳祐丞
屏東縣佳冬國中
領隊：鄭雅靜 教練：鄭力元 管理：李煥元
曾振德 詹明隆 潘政佑 潘培軒 陳睿儒 曾宸瑋 賴政存
邵坤智 郭書翰 葉子韓 賴聖文 楊昌憬

社會公開男子組三人賽
台北市
領隊：戴錫欽 教練：詹宇庭 管理：郭浚經
陳冠宇 詹宇庭 郭昱鋌 蔡政翰 詹宇峰 謝政穎 石浩天
鄧聲和 李裕智 李杰恩
士中校友
領隊：戴錫欽 教練：詹宇庭 管理：郭浚經
高愷佑 王崇安 吳聲佑 戴宏恩 樓軒 黃駿逸 李柏汶
柯俊宇 林冠佑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領隊：林玫君 教練：劉昶佑 管理：洪婕菡
林侑增 李育良 林廷宇 陳道銘 林和蒲 衛世杰 李誠哲
黃泓銘 劉冠廷 林暐倫 玉井正朗
桃園市男子隊
領隊：吳嘉創 教練：劉耀益 管理：黃玉貞
劉昶佑 林銘軒 謝伯鑫 張博翔 簡容緯 林暐倫 吳眾源
楊凱安 余淮楚
屏東佳冬
領隊：鄭力元 教練：鄭力元 管理：方瑞照
陶秉業 羅上祐 王昶穎 李信嶸 方瑞照 潘靖龍 邱一捷
吳侑倫 蔡浩立 楊宗明 陳冠維 戴逸群

國中女子組三人賽
台北市士林國中
領隊：林凱瓊 教練：詹宇庭 管理：吳政仁
徐若瑄 黃子昀 邱孟潔 陳姿瑜 何凡幼 張莘培 何沛穎
陳曉葳 邱侑怡
桃園市福豐國中
領隊：張秋銘 教練：林暐倫 管理：劉昶佑
洪于涵 張彥綺 楊詩婷 江泰莉 馮立昀 徐羽欣 鄭芷怜
楊子鈺 黃詩祺

社會公開女子組三人賽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領隊：林玫君 教練：劉昶佑 管理：洪婕菡
吳庭妤 魏詩芫 李易勳 柯淇羚 林欣穎 劉怡伶 邵暐婷
陳筱涵 徐嘉筠 黃郁涓 黃燕雯
屏東佳冬
領隊：鄭力元 教練：方瑞照 管理：鄭力元
陳佳佩 阮鈺棋 陳育婷 潘若慈 潘奕婷 葉妤珊 吳茗軒
賴秭翊 林湘琦 葉秀盈 邱雅姵 林英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