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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 參加項目(含隊名) 姓名(性別)-類型Count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王韋婷(女) -教練 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A) 王鈺晶(女) -融合夥伴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A) 林冠晴(女) -運動員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A) 陳睿芯(女) -運動員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A) 路召薇(女) -融合夥伴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A) (4 items) 4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B) 陳立倫(男) -融合夥伴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B) 潘唯豪(男) -運動員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B) 蔡宥合(男) -運動員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B) 鍾亞宸(男) -融合夥伴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林邊適體B) (4 items) 4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林崇申(男) -運動員1

01-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適應體育委員會 (4 items) 10

02-苗栗社青 顏淑惠(女) -教練 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 李依珍(女) -運動員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 林欣儀(女)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 張家瑜(女)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 葉?如(女) -運動員 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 (4 items) 4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A) 朱軒辰(男)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A) 林冠宏(男) -運動員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A) 邱德洋(男)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A) 葉家睿(男) -運動員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A) (4 items) 4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B) 吳梓墨(男)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B) 張安銓(男)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B) 童士峻(男) -運動員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B) 謝智達(男) -運動員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社青B) (4 items) 4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張歐囿全(男)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陳宣臻(女) -融合夥伴1

02-苗栗社青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2 items) 2

02-苗栗社青 (5 items) 15

03-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李慧倫(女) -教練 1

03-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4) 盧科霖(男) -運動員1

03-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4) 羅宇翔(男) -運動員1

03-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4) (2 items) 2

03-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2 items) 3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伍瑋琪(女) -教練 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蘇微真(女) -教練 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2 items) 2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單打賽(Level 4) 古郁瑄(女) -運動員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A) 杜俊逸(男) -運動員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A) 郭羿傑(男) -融合夥伴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A) 陳彥凱(男) -融合夥伴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A) 蔡琮奕(男) -運動員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A) (4 items) 4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B) 林洺瑜(女) -融合夥伴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B) 馬子淩(女) -融合夥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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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B) 陳妍秀(女) -運動員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B) 潘俞伸(女) -運動員1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三民家商B) (4 items) 4

0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4 items) 1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李悅蜻(女) -領隊 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正高工) 宋偉豪(男) -融合夥伴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正高工) 沈家緯(男) -融合夥伴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正高工) 張建鈞(男) -運動員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正高工) 黃彥碩(男) -運動員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正高工) (4 items) 4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宋超武(男) -運動員1

05-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3 items) 6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趙郁珊(女) -教練 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劉曉穎(女) -教練 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2 items) 2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仁武特教) 陳秉樺(男) -融合夥伴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仁武特教) 陳冠宇(男) -運動員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仁武特教) 蕭家鴻(男) -運動員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仁武特教) 韓劭桓(男) -融合夥伴1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仁武特教) (4 items) 4

06-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2 items) 6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黃寶儀(女) -教練 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林信慧(女) -運動員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童琪雯(女) -運動員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2 items) 2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特教) 林侑蓁(女) -運動員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特教) 陳盈勻(女) -融合夥伴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特教) 賀品菁(女) -運動員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特教) 楊碧玉(女) -融合夥伴1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特教) (4 items) 4

07-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3 items) 7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江令杰(男) -教練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吳偉銓(男) -老師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張雨微(女) -教練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黃國書(男) -領隊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劉又綺(女) -教練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鄭婷(女) -老師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顏妙真(女) -老師 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7 items) 7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常閔傑(男)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羅沁緯(女)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2 items) 2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A) 吳妍鎂(女)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A) 莊佳甄(女)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A) 黃凱琳(女)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A) 潘秀莉(女)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A) (4 items) 4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B) 柯予薰(女)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B) 張靜(女) -融合夥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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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B) 陳慧慈(女)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B) 溫麗菁(女)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B) (4 items) 4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C) 李權峻(男)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C) 林芯福(男)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C) 鄂俊儒(男)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C) 蕭瑞祥(男)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C) (4 items) 4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D) 洪士峰(男)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D) 孫偉豪(男)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D) 楊竣棋(男) -運動員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D) 顏瑋辰(男) -融合夥伴1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楠特融合D) (4 items) 4

08-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6 items) 25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葉虹伶(女) -教練 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郭承瀚(男)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陳子芸(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陳伯維(男)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黃志良(男)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潘順發(男)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3) (5 items) 5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單打賽(Level 4) 蔡承欣(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山) 吳芊誼(女) -融合夥伴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山) 唐于媗(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山) 黃子晏(女) -融合夥伴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山) 楊淇甯(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中山) (4 items) 4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王譯萱(女) -融合夥伴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彭暐芯(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買玟瑜(女) -運動員1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3 items) 3

09-高雄市私立中山工商 (5 items) 14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沈成駿(男) -教練 1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辦事處A) 何竑礽(男) -運動員1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辦事處A) 吳阡裕(男) -融合夥伴1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辦事處A) 胡易愷(男) -融合夥伴1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辦事處A) 潘再生(男) -運動員1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高雄辦事處A) (4 items) 4

10-高雄第二辦事處 (2 items) 5

11-國立玉里高中 邱鈞稜(女) -教練 1

11-國立玉里高中 許翠菊(女) -教練 1

11-國立玉里高中 (2 items) 2

11-國立玉里高中 單打賽(Level 3) 田家綺(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單打賽(Level 3) 林佑興(男)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單打賽(Level 3) (2 items) 2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1) 江沛頤(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1) 林心喬(女)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1) 林佳馨(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1) 曾元妍(女) -融合夥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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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1) (4 items) 4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2) 連悅彤(女)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2) 連葳柔(女)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2) 陳家甄(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2) 顏如玉(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2) (4 items) 4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A) 李佳翰(男)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A) 陳武哲(男)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A) 曾仲誌(男)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A) 藍正祐(男)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A) (4 items) 4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B) ?凱旋(男) -運動員 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B) 曹奉碁(男)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B) 葉時昭(男)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B) 羅家佑(男)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玉里高中B) (4 items) 4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林夢亞(女)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章凱文(男) -運動員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鄧承宗(男)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鄭淇珍(女) -融合夥伴1

11-國立玉里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4 items) 4

11-國立玉里高中 (7 items) 24

12-國立秀水高工 王雅萍(女) -領隊 1

12-國立秀水高工 康舒婷(女) -教練 1

12-國立秀水高工 陳義鴻(男) -教練 1

12-國立秀水高工 黃秀玲(女) -教練 1

12-國立秀水高工 (4 items) 4

12-國立秀水高工 單打賽(Level 3) 陳柏翔(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單打賽(Level 4) 梁旻瑞(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A) 王楷岷(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A) 林川耀(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A) 莊尚智(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A) 謝承樺(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A) (4 items) 4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B) 許伯睿(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B) 陳羿豪(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B) 黃鈺峰(男)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B) 潘旭哲(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B) (4 items) 4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C) 柯亭如(女)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C) 洪佳君(女)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C) 胡鈺鈴(女)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C) 黃香吟(女)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秀水高工C) (4 items) 4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姚鈞耀(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黃冠豪(男) -融合夥伴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黃筠真(女) -運動員1

12-國立秀水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3 items) 3

12-國立秀水高工 (7 item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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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林麗容(女) -領隊 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陳子辛(男) -老師 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楊智凱(男) -教練 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3 items) 3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A) 李承宇(男) -運動員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A) 曾偉丞(男) -融合夥伴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A) 簡綜頡(男) -運動員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A) 顧凱評(男) -融合夥伴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A) (4 items) 4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B) 林子綺(女) -運動員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B) 林延蓁(女) -融合夥伴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B) 張郁晨(女) -運動員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B) 曾映涵(女) -融合夥伴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南投特教B) (4 items) 4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蕭羽君(女) -融合夥伴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簡嘉君(女) -運動員1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2 items) 2

13-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4 items) 13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吳宣鋒(男) -管理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P敦懿(女) -領隊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洪佑君(女) -老師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孫御閔(女) -老師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馬雨庭(女) -老師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張玄賜(男) -管理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彭惠珍(女) -老師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顏玲惠(女) -老師 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8 items) 8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3) 吳婕語(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3) 李安弘(男)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3) 葉立培(男)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3) 鍾葦琳(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3) (4 items) 4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A) 何宜蓁(女)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A) 余芊葳(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A) 李佩芸(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A) 曾子妍(女)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A) (4 items) 4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B) 吳梓瑋(女)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B) 劉佳斐(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B) 潘映如(女)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B) 簡思佳(女)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B) (4 items) 4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C) 風震文(男)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C) 曾信銘(男)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C) 曾星銘(男)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C) 詹昆霖(男)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C) (4 items) 4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D) 邱宗弦(男) -運動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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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D) 徐國晉(男) -運動員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D) 彭千齊(男)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D) 簡思睿(男) -融合夥伴1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苗栗特教D) (4 items) 4

1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6 items) 28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林美慧(女) -教練 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游瑜芬(女) -教練 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蔡昭偉(男) -教練 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3 items) 3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4) 蔡傑(男) -運動員 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史子龍(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A) 王筠萱(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A) 李芷寧(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A) 張儀茵(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A) 陳有容(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A)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B) 吳佳純(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B) 殷于硯(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B) 陳心盈(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B) 謝佳琪(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B)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C) 沈育姍(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C) 陳思涵(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C) 陳慧慈(女)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C) 靳于萱(女)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女子C)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A) 施家寶(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A) 洪裕森(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A) 陳苣維(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A) 賴宸毅(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A)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B) 吳國豪(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B) 陳柏翰(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B) 陳晉祿(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B) 陳鈞貴(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B)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C) 丁承憫(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C) 史新助(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C) 林宏達(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C) 蔡愷奕(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C)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D) 吳洺鋐(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D) 賴佑宸(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D) 賴和陽(男) -融合夥伴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D) 顏宏均(男) -運動員1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嘉特男子D) (4 items) 4

15-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0 items) 33

16-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吳麗香(女) -教練 1

16-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楊智輝(男) -教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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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 items) 2

16-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單打賽(Level 4) 楊明燈(男) -運動員1

16-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 items) 3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欣衍(女) -老師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林欣儀(女) -老師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孟欣(女) -教練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淑樺(女) -老師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鄭喬方(女) -老師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items) 5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黃品恩(男)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A) 尤似凡(男) -運動員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A) 李璽誠(男) -運動員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A) 廖宗勝(男)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A) 蔡昀修(男)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A) (4 items) 4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B) 王珮均(女)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B) 呂家榛(女)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B) 張瑤景(女) -運動員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B) 蘇英嵐(女) -運動員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B) (4 items) 4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C) 王如馨(女) -運動員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C) P柏妤(女)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C) P淳喻(女) -運動員 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C) 黃珮宸(女) -融合夥伴1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彰商C) (4 items) 4

17-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items) 18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林維靖(男) -領隊 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黃啟昌(男) -教練 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鄭勝元(男) -教練 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賴依君(女) -教練 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4 items) 4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A) 王志華(男) -運動員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A) 林恩霆(男) -融合夥伴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A) 趙泓瑋(男) -運動員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A) 鄭立震(男) -融合夥伴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A) (4 items) 4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B) 王珮怡(女) -運動員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B) 張沛辰(女) -運動員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B) 張珮真(女) -融合夥伴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B) 賴宜君(女) -融合夥伴1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臺南特教B) (4 items) 4

18-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 items) 12

19-國立臺南高工 楊川賢(男) -老師 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A隊) 王建翎(男) -運動員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A隊) 杜文欽(男) -運動員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A隊) 邱翊斌(男) -融合夥伴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A隊) 謝柏宇(男) -融合夥伴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A隊) (4 item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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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B隊) P育凱(男) -融合夥伴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B隊) 容成偉(男) -融合夥伴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B隊) 陳永恩(男) -運動員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B隊) 陳榮凱(男) -運動員1

19-國立臺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台南高工B隊) (4 items) 4

19-國立臺南高工 (3 items) 9

20-國立興大附農 李書儀(女) -教練 1

20-國立興大附農 鍾淑華(女) -教練 1

20-國立興大附農 (2 items) 2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林光耀(男)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洪宗煜(男) -運動員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陳芷均(女)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潘宜宣(女) -運動員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4 items) 4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A) 王盛緯(男) -運動員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A) 林俊廷(男)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A) 柯淮深(男) -運動員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A) 廖楷烜(男)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A) (4 items) 4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B) 余可萱(女)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B) 張珈?(女) -運動員 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B) 許瑋珍(女) -融合夥伴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B) 謝佳媛(女) -運動員1

20-國立興大附農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興大附農B) (4 items) 4

20-國立興大附農 (4 items) 14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余芷涵(女) -老師 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彭淑珍(女) -教練 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劉佳宜(女) -教練 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鄭依旻(女) -領隊 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4 items) 4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女子隊) 王昱婷(女) -融合夥伴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女子隊) 林岑庭(女) -運動員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女子隊) 紀雅芳(女) -運動員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女子隊) 鄒佩霓(女) -融合夥伴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女子隊) (4 items) 4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男子隊) 林岑祐(男) -運動員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男子隊) 麻青愷(男) -融合夥伴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男子隊) 鄒育霖(男) -運動員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男子隊) 謝宜祐(男) -融合夥伴1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基隆男子隊) (4 items) 4

21-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3 items) 12

22-連江縣代表隊 胡博文(男) -老師 1

22-連江縣代表隊 張?婷(女) -領隊 1

22-連江縣代表隊 (2 items) 2

22-連江縣代表隊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連江縣代表隊) 王暋尊(男) -運動員1

22-連江縣代表隊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連江縣代表隊) P智浚(男) -融合夥伴1

22-連江縣代表隊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連江縣代表隊) 楊文傑(男) -運動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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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連江縣代表隊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連江縣代表隊) 劉騰淵(男) -融合夥伴1

22-連江縣代表隊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連江縣代表隊) (4 items) 4

22-連江縣代表隊 (2 items) 6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何幸玫(女) -教練 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吳雅楨(女) -教練 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2 items) 2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A) 汪子芮(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A) 潘軒慈(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A) 鄧安棋(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A) 顏苡函(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A) (4 items) 4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B) 陳怡彤(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B) 陳秋玉(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B) 陳逸家(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B) 黃妤瑄(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B) (4 items) 4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C) 李麗娟(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C) 張芯瑜(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C) 許嘉伶(女)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C) 陳珮綺(女)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C) (4 items) 4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D) 沈威誠(男)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D) 林冠倫(男)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D) 陳信熹(男) -運動員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D) 潘胤銘(男) -融合夥伴1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新北高工D) (4 items) 4

23-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5 items) 18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吳玟潔(女) -老師 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劉鈞正(男) -老師 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蘇賢修(男) -老師 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3 items) 3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單打賽(Level 3) 關承祐(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單打賽(Level 4) 李宇傑(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單打賽(Level 4) 賴聖鎮(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單打賽(Level 4) (2 items) 2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A) 邱米豐(男)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A) 邱培華(男)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A) 陳柏全(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A) 鄭凱陽(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A) (4 items) 4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B) 洪宇佑(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B) 游鈜榞(男)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B) 黃旭辰(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B) 黃振傑(男)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B) (4 items) 4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C) 林乙柔(女)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C) 湯恩閔(女)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C) 鍾宜秀(女) -融合夥伴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C) 羅翎瑄(女) -運動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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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民生C) (4 items) 4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劉子銘(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蔡濬宇(男) -運動員1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2 items) 2

24-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7 items) 20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梁紓芸(女) -老師 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莊雅婷(女) -教練 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2 items) 2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豐原高商A) 王苡淨(女) -融合夥伴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豐原高商A) 張美香(女) -運動員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豐原高商A) 陳怡真(女) -運動員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豐原高商A) 劉芳晴(女) -融合夥伴1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豐原高商A) (4 items) 4

25-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2 items) 6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陳怡心(女) -老師 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謝欣潔(女) -老師 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2 items) 2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A) 司馬偉平(男) -運動員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A) P維楨(男) -融合夥伴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A) 許皓鈞(男) -運動員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A) 黃柏榕(男) -融合夥伴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A) (4 items) 4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B) 王寶英(女) -融合夥伴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B) 吳瑞岑(女) -運動員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B) 程詣涵(女) -融合夥伴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B) 詹欣庭(女) -運動員1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大安高工B) (4 items) 4

26-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3 items) 10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何惠真(女) -管理 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徐郁婷(女) -管理 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郭玫君(女) -教練 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3 items) 3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A) 丁政勛(男)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A) 柯敬軒(男)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A) 郭益宏(男)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A) 謝宜宏(男)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A) (4 items) 4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B) 高哲祥(男)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B) 陳冠宏(男)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B) 曾子龍(男)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B) 謝伊安(男)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B) (4 items) 4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女生) 邢玉婷(女)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女生) 林品妤(女) -運動員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女生) 曾昱邡(女)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女生) 黃悅甄(女) -融合夥伴1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西港國中女生) (4 items) 4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滾球 融合四人團體賽(候補) 陳姿伶(女) -融合夥伴1



2023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 滾球 網球 06/18/2022 下午 09:05:07

Page 11 of 11

代表團 參加項目(含隊名) 姓名(性別)-類型Count

27-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5 items) 16

(27 items) 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