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六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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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六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幸安國小 : 阿蓮國小 百齡A-1

2 協和國小 : 國安國小 百齡A-2

3 勝利國小 : 明道國小 百齡B-1

4 豐里國小 : 西屯國小 百齡B-2

5 新市國小 : 天母國小 百齡A-1

6 大興國小 : 北埔國小 百齡A-2

7 右昌國小 : 南屏國小 百齡B-1

8 海佃國小 : 自強國小 百齡B-2

9 協和國小 : 幸安國小 百齡A-1

10 國安國小 : 阿蓮國小 百齡A-2

11 豐里國小 : 勝利國小 百齡B-1

12 西屯國小 : 明道國小 百齡B-2

13 大興國小 : 新市國小 百齡A-1

14 北埔國小 : 天母國小 百齡A-2

15 海佃國小 : 右昌國小 百齡B-1

16 自強國小 : 南屏國小 百齡B-2

17 國安國小 : 幸安國小 百齡A-1

18 阿蓮國小 : 協和國小 百齡A-2

19 西屯國小 : 勝利國小 百齡B-1

20 明道國小 : 豐里國小 百齡B-2

21 北埔國小 : 新市國小 百齡A-1

22 天母國小 : 大興國小 百齡A-2

23 自強國小 : 右昌國小 百齡B-1

24 南屏國小 : 海佃國小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B-1

26 D1 : B2 百齡B-2

27 A2 : C1 百齡A-1

28 D2 : B1 百齡A-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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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五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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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國小

惠文國小

台中清水國小 自強國小

南和國小 蘆洲國小

頭城國小 協和國小

士東國小

榮富國小

國安國小 同安國小

鹿東國小 南屏國小

仁愛國小

A B

C D

瑞興國小

(29) (30)

(32) 冠、亞軍

(31) 季、殿軍

A1 C2 D1 B2 A2 C1 D2 B1

(25) (26) (27) (28)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五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榮富國小 : 鹿東國小 百齡A-1

2 國安國小 : 同安國小 百齡A-2

3 南屏國小 : 新市國小 百齡B-1

4 仁愛國小 : 瑞興國小 百齡B-2

5 惠文國小 : 南和國小 百齡A-1

6 台中清水國小 : 自強國小 百齡A-2

7 蘆洲國小 : 士東國小 百齡B-1

8 頭城國小 : 協和國小 百齡B-2

9 國安國小 : 榮富國小 百齡A-1

10 同安國小 : 鹿東國小 百齡A-2

11 仁愛國小 : 南屏國小 百齡B-1

12 瑞興國小 : 新市國小 百齡B-2

13 台中清水國小 : 惠文國小 百齡A-1

14 自強國小 : 南和國小 百齡A-2

15 頭城國小 : 蘆洲國小 百齡B-1

16 協和國小 : 士東國小 百齡B-2

17 同安國小 : 榮富國小 百齡A-1

18 鹿東國小 : 國安國小 百齡A-2

19 瑞興國小 : 南屏國小 百齡B-1

20 新市國小 : 仁愛國小 百齡B-2

21 自強國小 : 惠文國小 百齡A-1

22 南和國小 : 台中清水國小 百齡A-2

23 協和國小 : 蘆洲國小 百齡B-1

24 士東國小 : 頭城國小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B-1

26 D1 : B2 百齡B-2

27 A2 : C1 百齡A-1

28 D2 : B1 百齡A-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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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四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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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學校四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幸安國小 : 花蓮中原國小 百齡A-1

2 協和國小 : 清水國小 百齡A-2

3 北埔國小 : 蘆洲國小 百齡B-1

4 竹圍國小 : 國安國小 百齡B-2

5 臺東新生國小 : 南郭國小 百齡A-1

6 同安國小 : 士東國小 百齡A-2

7 賴厝國小 : 大武國小 百齡B-1

8 桃園中原國小 : 天母國小 百齡B-2

9 協和國小 : 幸安國小 百齡A-1

10 清水國小 : 花蓮中原國小 百齡A-2

11 竹圍國小 : 北埔國小 百齡B-1

12 國安國小 : 蘆洲國小 百齡B-2

13 同安國小 : 臺東新生國小 百齡A-1

14 士東國小 : 南郭國小 百齡A-2

15 桃園中原國小 : 賴厝國小 百齡B-1

16 天母國小 : 大武國小 百齡B-2

17 清水國小 : 幸安國小 百齡A-1

18 花蓮中原國小 : 協和國小 百齡A-2

19 國安國小 : 北埔國小 百齡B-1

20 蘆洲國小 : 竹圍國小 百齡B-2

21 士東國小 : 臺東新生國小 百齡A-1

22 南郭國小 : 同安國小 百齡A-2

23 天母國小 : 賴厝國小 百齡B-1

24 大武國小 : 桃園中原國小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B-1

26 D1 : B2 百齡B-2

27 A2 : C1 百齡A-1

28 D2 : B1 百齡A-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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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六年級組

美育虎 (1) (3)

(9) (17) (18) (10) (11) (19) (20) (12)

(2) 大同FC (4) 樂活鷹

皇家之翼 (5) (7)

(21) (22) (23) (24)

(13) (14) (15) (16)

花蓮復興 (6) (8)

大安足球俱樂部 白

銀河射手 足校十興藍

永安火星

公館足球種子

A B

C D

佳里足球隊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武士岸

Taipei PlayOne 宜蘭足協

高市新光

(29) (30)

(32) 冠、亞軍

(31) 季、殿軍

A1 C2 D1 B2 A2 C1 D2 B1

(25) (26) (27) (28)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六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美育虎 : 銀河射手 百齡A-1

2 大安足球俱樂部 白 : 大同FC 百齡A-2

3 足校十興藍 : 公館足球種子 百齡B-1

4 永安火星 : 樂活鷹 百齡B-2

5 皇家之翼 :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百齡A-1

6 花蓮復興 : 佳里足球隊 百齡A-2

7 武士岸 : 高市新光 百齡B-1

8 Taipei PlayOne : 宜蘭足協 百齡B-2

9 大安足球俱樂部 白 : 美育虎 百齡A-1

10 大同FC : 銀河射手 百齡A-2

11 永安火星 : 足校十興藍 百齡B-1

12 樂活鷹 : 公館足球種子 百齡B-2

13 花蓮復興 : 皇家之翼 百齡A-1

14 佳里足球隊 :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百齡A-2

15 Taipei PlayOne : 武士岸 百齡B-1

16 宜蘭足協 : 高市新光 百齡B-2

17 大同FC : 美育虎 百齡A-1

18 銀河射手 : 大安足球俱樂部 白 百齡A-2

19 樂活鷹 : 足校十興藍 百齡B-1

20 公館足球種子 : 永安火星 百齡B-2

21 佳里足球隊 : 皇家之翼 百齡A-1

22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 花蓮復興 百齡A-2

23 宜蘭足協 : 武士岸 百齡B-1

24 高市新光 : Taipei PlayOne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B-1

26 D1 : B2 百齡B-2

27 A2 : C1 百齡B-1

28 D2 : B1 百齡B-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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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五年級組

MFA U11 (1) twfc (3)

(9) (17) (18) (10) (11) (19) (20) (12)

Taipei Hero (2) 風城戰士 (4) 武士岸

宜蘭凱旋 (5) (7)

(21) (22) (23) (24)

(13) (14) (15) (16)

(6) (8)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勇氣小惡魔

捷豹菁英

濰新足球俱樂部 N1熱刺FC

桃園自強 樂活象藍

台東寶桑 十興巨猩

歐啦小金獅

A B

C D

(29) (30)

(32) 冠、亞軍

(31) 季、殿軍

A1 C2 D1 B2 A2 C1 D2 B1

(25) (26) (27) (28)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五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MFA U11 : twfc 百齡A-1

2 Taipei Hero : 風城戰士 百齡A-2

3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 捷豹菁英 百齡B-1

4 勇氣小惡魔 : 武士岸 百齡B-2

5 宜蘭凱旋 : 桃園自強 百齡A-1

6 濰新足球俱樂部 : N1熱刺FC 百齡A-2

7 樂活象藍 : 歐啦小金獅 百齡B-1

8 台東寶桑 : 十興巨猩 百齡B-2

9 Taipei Hero : MFA U11 百齡A-1

10 風城戰士 : twfc 百齡A-2

11 勇氣小惡魔 :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百齡B-1

12 武士岸 : 捷豹菁英 百齡B-2

13 濰新足球俱樂部 : 宜蘭凱旋 百齡A-1

14 N1熱刺FC : 桃園自強 百齡A-2

15 台東寶桑 : 樂活象藍 百齡B-1

16 十興巨猩 : 歐啦小金獅 百齡B-2

17 風城戰士 : MFA U11 百齡A-1

18 twfc : Taipei Hero 百齡A-2

19 武士岸 : 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百齡B-1

20 捷豹菁英 : 勇氣小惡魔 百齡B-2

21 N1熱刺FC : 宜蘭凱旋 百齡A-1

22 桃園自強 : 濰新足球俱樂部 百齡A-2

23 十興巨猩 : 樂活象藍 百齡B-1

24 歐啦小金獅 : 台東寶桑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A-1

26 D1 : B2 百齡A-2

27 A2 : C1 百齡B-1

28 D2 : B1 百齡B-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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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四年級組

(1) (3)

(9) (17) (18) (10) (11) (19) (20) (12)

(2) (4)

(5) (7)

(21) (22) (23) (24)

(13) (14) (15) (16)

(6) (8)

LS紅豹

旅人

士林足球俱樂部

足夢-東海U10

A B

C D

(29) (30)

(32) 冠、亞軍

(31) 季、殿軍

A1 C2 D1 B2 A2 C1 D2 B1

(25) (26) (27) (28)

東門城A 花蓮北濱

樂活鯨 康乃薾紅

足愛踢 羅東俱樂部

蜻蜓FC-A 大安足球俱樂部綠

葛瑪蘭 明道普霖斯頓飛翼

小惡魔足球俱樂 五福FC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公開四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LS紅豹 : 士林足球俱樂部 百齡A-1

2 旅人 : 足夢-東海U10 百齡A-2

3 東門城A : 花蓮北濱 百齡B-1

4 樂活鯨 : 康乃薾紅 百齡B-2

5 足愛踢 : 羅東俱樂部 百齡A-1

6 蜻蜓FC-A : 大安足球俱樂部 綠百齡A-2

7 葛瑪蘭 : 明道普霖斯頓飛翼 百齡B-1

8 小惡魔足球俱樂部 : 五福FC 百齡B-2

9 旅人 : LS紅豹 百齡A-1

10 足夢-東海U10 : 士林足球俱樂部 百齡A-2

11 樂活鯨 : 東門城A 百齡B-1

12 康乃薾紅 : 花蓮北濱 百齡B-2

13 蜻蜓FC-A : 足愛踢 百齡A-1

14 大安足球俱樂部 綠 : 羅東俱樂部 百齡A-2

15 小惡魔足球俱樂部 : 葛瑪蘭 百齡B-1

16 五福FC : 明道普霖斯頓飛翼 百齡B-2

17 足夢-東海U10 : LS紅豹 百齡A-1

18 士林足球俱樂部 : 旅人 百齡A-2

19 康乃薾紅 : 東門城A 百齡B-1

20 花蓮北濱 : 樂活鯨 百齡B-2

21 大安足球俱樂部 綠 : 足愛踢 百齡A-1

22 羅東俱樂部 : 蜻蜓FC-A 百齡A-2

23 五福FC : 葛瑪蘭 百齡B-1

24 明道普霖斯頓飛翼 : 小惡魔足球俱樂部 百齡B-2

25 A1 : C2 百齡A-1

26 D1 : B2 百齡A-2

27 A2 : C1 百齡B-1

28 D2 : B1 百齡B-2

29 25W : 26W 百齡A-1

30 27W : 28W 百齡A-2

31 29L : 30L 百齡A-1

32 29W : 30W 百齡A-2

11/14

11/15

08:00

09:00

14:00

10:00

15:00

16:00

11:00

08:00

14:00

11/7

11/8

明道普霖斯頓飛翼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女子六年級組

後勁國小 (1) (3)

(7) (13) (14) (8) (9) (15) (16) (10)

和平實小女足 (2) (4)

桂林國小 寒溪苗栗聯隊

(5)  (17) (6)  (18)

(11) (12)

賴厝立人聯隊大興木蘭 公館國小女足

高市新民國小 花蓮瑞北國小 興隆國小

A B

C D

(23) (24)

(26) 冠、亞軍

(25) 季、殿軍

A1 C2 D1 B2 A2 C1 D2 B1

(19) (20) (21) (22)

陽信文山聯隊水里國小 台東太平聯隊桃園自強國小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女子六年級組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後勁國小 : 大興木蘭 百齡A-1

2 和平實小女足 : 高市新民國小 百齡A-2

3 賴厝立人聯隊 : 公館國小女足 百齡B-1

4 花蓮瑞北國小 : 興隆國小 百齡B-2

5 桂林國小 : 桃園自強國小 百齡A-1

6 寒溪苗栗聯隊 : 台東太平聯隊 百齡A-2

7 和平實小女足 : 後勁國小 百齡B-1

8 高市新民國小 : 大興木蘭 百齡B-2

9 花蓮瑞北國小 : 賴厝立人聯隊 百齡A-1

10 興隆國小 : 公館國小女足 百齡A-2

11 桃園自強國小 : 水里國小 百齡B-1

12 台東太平聯隊 : 陽信文山聯隊 百齡B-2

13 後勁國小 : 高市新民國小 百齡B-1

14 大興木蘭 : 和平實小女足 百齡B-2

15 賴厝立人聯隊 : 興隆國小 百齡B-1

16 公館國小女足 : 花蓮瑞北國小 百齡B-2

17 水里國小 : 桂林國小 百齡B-1

18 陽信文山聯隊 : 寒溪苗栗聯隊 百齡B-2

19 A1 : C2 百齡A-1

20 D1 : B2 百齡A-2

21 A2 : C1 百齡B-1

22 D2 : B1 百齡B-2

23 19W : 20W 百齡A-1

24 21W : 22W 百齡A-2

25 23L : 24L 百齡A-1

26 23W : 24W 百齡A-2
11/15 13:00

15:00

10:00

15:00

10:00

13:00

11:00

14:00

11/14

11:00

12:00

11/12

11/13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女子五年級組

4

(1)     (5) (2) (6)

東芳國小 (3) 永靖國小 廣福國小 (4) 瑞興國小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大同FC : 東芳國小 百齡B-1

2 水里國小 : 廣福國小 百齡B-2

3 東芳國小 : 永靖國小 百齡B-1

4 廣福國小 : 瑞興國小 百齡B-2

5 永靖國小 : 大同FC 百齡B-1

6 瑞興國小 : 水里國小 百齡B-2

7 A1 : B2 百齡A-1

8 B1 : A2 百齡A-2

9 7L : 8L 百齡A-1

10 7W : 8W 百齡A-2

11/14

09:00

14:00

11/15 12:00

A B

11/13

10:00

15:00

(7) (8)

(10) 冠、亞軍

(9) 季、殿軍

A1 B2 B1 A2

大同FC 水里國小



2020兆豐銀行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總決賽 女子四年級組

(1)     (5) (2) (6)

興隆國小 (3) 毅聖俱樂部 新北市自強國小 (4) TFA霹靂驕娃

日期 時間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場地 備註

1 台東成功聯隊 : 興隆國小 百齡B-1

2 蜻蜓足夢FC隊 : 新北市自強國小 百齡B-2

3 興隆國小 : 毅聖俱樂部 百齡B-1

4 新北市自強國小 : TFA霹靂驕娃 百齡B-2

5 毅聖俱樂部 : 台東成功聯隊 百齡A-1

6 TFA霹靂驕娃 : 蜻蜓足夢FC隊 百齡A-2

7 A1 : B2 百齡A-1

8 B1 : A2 百齡A-2

9 7L : 8L 百齡A-1

10 7W : 8W 百齡A-2

蜻蜓足夢FC隊

A B

11/13

11/14

09:00

11/15 11:00

13:00

09:00

14:00

(7) (8)

(10) 冠、亞軍

(9) 季、殿軍

A1 B2 B1 A2

台東成功聯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