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

(15) (17) (16) (18)

(8) (10) (9) (11)

(2)

(5) (12) (6) (13)

(20)

(7)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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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花蓮縣立美崙國中 台中黎明國中

南市後甲國中 (4)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潭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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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體中 

竹圍高中

台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19)

新竹市建功高中

高雄市鳳西國中

C D

A B

新泰國中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

順安國中

化仁國中

來義高中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蘆洲國中

(29) 冠、亞軍

(26) (27)

(22) (23) (24) (25)

A1 XX D1 B2 C1 E1 A2 B1

(28) 季、殿軍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400 1 蘆洲國中 :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

1600 2 南市後甲國中 : 順安國中

1800 3 化仁國中 : 新竹市建功高中

2000 4 新泰國中 :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1300 5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 台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1500 6 潭秀國中 : 來義高中

1700 7 花蓮縣立美崙國中 : 竹圍高中

1400 8 南市後甲國中 : 蘆洲國中

1600 9 新泰國中 : 化仁國中

1800 10 順安國中 :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

2000 11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 新竹市建功高中

1300 12 高雄市鳳西國中 :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1500 13 臺東體中 : 潭秀國中

1700 14 竹圍高中 : 台中黎明國中

1400 15 蘆洲國中 : 順安國中

1600 16 化仁國中 :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1800 17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 : 南市後甲國中

2000 18 新竹市建功高中 : 新泰國中

1300 19 台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 高雄市鳳西國中

1500 20 來義高中 : 臺東體中

1700 21 台中黎明國中 : 花蓮縣立美崙國中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0800 22 A1 : XX

1000 23 D1 : B2

1800 24 C1 : E1

2000 25 A2 : B1

1800 26 (22)W : (23)W

2000 27 (24)W : (25)W

1400 28 (26)L : (27)L

1600 29 (26)W : (27)W

9月5日

(六)
美崙國中

9月6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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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田徑場

9月1日

(二)

9月2日

(三)

9月3日

(四)

美崙國中

美崙國中

花蓮田徑場

美崙國中

*有關XX隊的選取判定，由C、D、E小組隊伍於該組賽事中，排名第二之球隊，按以下方式擇優取一：

1) 隊伍於該組賽事中，積分最高之隊伍

2) 隊伍於該組賽事中，淨勝球最高之隊伍

3) 隊伍於該組賽事中，進球數最高之隊伍

4) 隊伍於該組賽事中，紅牌數最少之隊伍

5) 抽籤決定

9月7日

(一)

美崙國中

美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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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田徑場



(1)

(9) (10)

(5) (6) (3) (7)

A B

(2) (11)   美崙雄鷹

(4) (8)

C

(12)

冠、亞軍

季、殿軍

2020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 公開組

皇家風城 花崗武士岸 前鎮飛翔聯隊

建功FC 中市福科LION

2020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 公開組

臺中市安和FC 黎明FC

E.C. DESAFIO

(16)                                      

(15)          

A1 B1           C1 A2             

(13)                                 (14)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400 1 建功FC : LION

1600 2 皇家風城 : 花崗武士岸

1800 3 中市福科 : 前鎮飛翔聯隊

2000 4 E.C. DESAFIO : 臺中市安和FC

1400 5 皇家風城 : 建功FC

1600 6 花崗武士岸 : LION

1800 7 美崙雄鷹 : 中市福科

2000 8 黎明FC : E.C. DESAFIO

0900 9 建功FC : 花崗武士岸

1400 10 LION : 皇家風城

1600 11 前鎮飛翔聯隊 : 美崙雄鷹

1800 12 臺中市安和FC : 黎明FC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400 13 A1 : B1

1600 14 C1 : A2

1400 15 (13)L : (14)L

1600 16 (13)W : (14)W

美崙國中

美崙國中
8月28日

(五)

8月29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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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日)

美崙國中

美崙國中

8月30日

(日)
美崙國中

2020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 公開組

9月5日

(六)



(1) (3)

五權國中

    (9)

(4)    (6)

(2) 蘆洲國中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0900 1 臺東體中 : 花蓮縣光復國中

1600 2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 蘆洲國中

0900 3 五權國中 : 臺東體中 

1400 4 花蓮縣光復國中 :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0900 5 臺東體中 :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1600 6 蘆洲國中 : 五權國中

0900 8 蘆洲國中 : 花蓮縣光復國中

1400 7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 五權國中

0900 9 臺東體中 : 蘆洲國中

1400 10 花蓮縣光復國中 : 五權國中

備註

2020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 女子組

2020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 女子組

   臺東體中 

花蓮高農

花蓮高農

花蓮縣光復國中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花蓮高農

花蓮高農

花蓮高農

9月5日

(六)

9月1日

(二)

9月2日

(三)

9月3日

(四)

9月4日

(五)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