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組參賽隊職員名單 

教職員工組   

1. 單位：東海大學    

領隊：徐詮亮 教練： 管理：詹秀英 隊長：徐詮亮 

隊員：    

徐詮亮 侯一峰 江苑宏 梁志弘 

劉景文 柯信毅 詹秀英 許瑞愷 

李逸超 張琇婷   

2. 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許木榮 管理： 隊長：易光輝 

隊員：    

易光輝 潘世尊 張聰民 王瑞 

吳有義 溫志中 陳璦婷 林俊榮 

鍾國良    

3. 單位：北屯區教師聯隊    

領隊：陳秀珠 教練：黃若飴 管理：施國森 隊長： 

隊員：    

侯舜中 施立文 余信毅 劉禮端 

蔡重珍 黃若飴 歐建成 林健民 

施國森    

高中（職）男生團體組    

1. 單位：中科實中    

領隊：林坤燦 教練：周郁鎧 管理：朱彥妮 隊長：黃京元 

隊員：    

黃京元 王宥霖 羅大欽 李侑霖 

蔡詠荃 顏玉傑 陶占皓 林子揚 

2. 單位：青年高中 藍隊    

領隊：賴建成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許明舜 隊長：凃泓名 

隊員：    

凃泓名 巫政儒 施信宏 王秉華 

巫冠賢 賴尚廷 黃浩揚  

3. 單位：青年高中 白隊    

領隊：賴建成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許明舜 隊長：林冠甫 

隊員：    

林冠甫 徐嘉葆 李家瀚 楊弘璟 

李孟泉 許家芳 陳傑豪 王秉豐 

 



4. 單位：臺中一中 藍隊    

領隊：陳木柱 教練：羅智仁、紀國鈞 管理：詹益寧 隊長：詹晁鈞 

隊員：    

詹晁鈞 林定緯 黃京駿 梁俊凱 

丁振宇 廖志祥 黃泓璋 吳冠熠 

陳彥綸 陳彥均   

5. 單位：臺中一中 白隊    

領隊：陳木柱 教練：羅智仁、紀國鈞 管理：吳彥廷、吳春慶 隊長：鄭欽鴻 

隊員：    

鄭欽鴻 白昇永 劉仁傑 蕭仲廷 

侯聖新 郭翔曜 祝郁棋 鄭兆恒 

紀佐澄 林凱勝   

6. 單位：東山高中    

領隊：林健民 教練：蕭炳倫、余侑謙 管理：余信毅 隊長：施韋得 

隊員：    

施韋得 莊宗翰 賴凡鎧 陳柏翔 

戴煜倫 劉懷謙 鄭文睿 莊彥宏 

洪祥寶 林柏翰   

7.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長：魏伯揚 

隊員：    

魏伯揚 林柄旭 黃上育 徐少軒 

謝宗謀 黃裕賢 何東員 蔡承穎 

林晟安    

高中（職）女生團體組     

1. 單位：中港高中 藍隊    

領隊：周文松 教練：劉桂婷 管理：楊雅勤 隊長：李汶璇 

隊員：    

李汶璇 陳芃伃 段喬煒 莊曼平 

林姿妤 何㚸洺 許立臻 施語柔 

林欣妤    

2. 單位：中港高中 白隊    

領隊：周文松 教練：楊雅勤、劉桂婷 管理： 隊長：施綾軒 

隊員：    

施綾軒 唐妮均 楊心玥 潘品妤 

簡語萱 蕭彩妤 黃依婷 王宣雅 

 

 

 



3. 單位：中科實中    

領隊：林坤燦 教練：周郁鎧 管理：朱彥妮 隊長：李心妤 

隊員：    

李心妤 陳瑄 李宜諪 羅涵予 

游舒淳 彭郁雯 陳語訢 張靖俞 

4. 單位：青年高中    

領隊：賴建成 教練：陳柏村、楊品翔 管理：許明舜 隊長： 

隊員：    

吳雨柔 陳靜慧 饒喬云 林汶嫻 

張祐瑄 鄭如媛 許詠筑  

5.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王麗珉、林漢民 管理：楊創任 隊長： 

隊員：    

張嘉瑜 林佳郁 林瑀涵 江至薇 

陳俐瑾 戴華萱 謝宛汝 鄭乙芳 

6. 單位：台中女中    

領隊：呂培川 教練：游彥皓 管理：卓玉蓮 隊長：謝沛寰 

隊員：    

謝沛寰 陳睿妤  古佩錡 邱敬媛 

 鄭    郁 張瓊方 郭真伶 王資旻 

林郁芯 柯欣瑜   

國中男生團體組    

1. 單位：鹿寮國中    

領隊：杜進成 教練：張志成 管理：翁月苕 隊長： 

隊員：    

陳品文 柯偉忠 盧右勳 陳仕閔 

卓哲安 顏佑宸 蘇育頡 劉威志 

陳弘哲 陶德愷   

2. 單位：爽文國中 藍隊    

領隊：李建智 教練：邱運朋、陳柏村 管理：陳玉芳 隊長：邱昱文 

隊員：    

邱昱文 陳煜凱 林宇恩 王子謙 

陳嘉佑 蔡恩宇 林忠泰 呂帟絃 

3. 單位：爽文國中 白隊    

領隊：李建智 教練：邱運朋 管理：陳伯村、陳玉芳 隊長：楊尚勳 

隊員：    

楊尚勳 林哲正 張維希 蘇俊穎 

廖宇誠 楊哲綸 仝太仁  

 



4. 單位：順天國中    

領隊：蔡仁政 教練：蔡汶均 管理：林淑滿 隊長：陳柏叡 

隊員：    

陳柏叡 柯宇謙 陳正陞 潘仕淵 

蘇恩祿 張永翰 柯承翔  

5. 單位：大華國中    

領隊：林勝結 教練：朱德三 管理：劉文翰 隊長：卓彥丞 

隊員：    

卓彥丞 許天宇 陳亮宏 許民和 

田秉中 施秉軒 邱子濬 廖致佑 

吳東彥 曾永睿   

6. 單位：梧棲國中 藍隊    

領隊：周宗正 教練：江海泉、陳昶仁 管理：顏隨勝 隊長：林語晨 

隊員：    

林語晨 石秉格 童鼎鈞 吳律旻 

顏毅 林寬皇 蔡福謙  

7. 單位：梧棲國中 白隊    

領隊：周宗正 教練：江海泉 管理：顏隨勝 隊長：洪至翰 

隊員：    

洪至翰 陳泰均 楊家凱 陳圻恆 

陳俊豪 洪家舜 莊寓程  

8. 單位：清水國中    

領隊：林福裕 教練：李想、陳謀俊 管理：陳意青 隊長：周茂彬 

隊員：    

周茂彬 蔡羽珉 周冠瑋 黃浩瑋 

陳柏穎 陳奕成 王冠程 施亮維 

黃子瓏 詹柏毅   

9. 單位：外埔國中    

領隊：李文題 教練：張秋敏 管理：林勇佑 隊長：張逸杰 

隊員：    

張逸杰 張建凡 黃柏勝 洪榮鴻 

賴明瑋 陳俊曄 陳冠羽 何旼璋 

黃宏翔 趙家緯   

10.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林漢民、王麗珉 管理：楊創任 隊長： 

隊員：    

陳建菘 巫竑毅 邱品傑 陳紀佑 

詹宜學 吳冠緯 朱子承 顏奕安 

 

 



11. 單位：東山高中 藍隊    

領隊：林健民 教練：蕭炳倫、余侑謙 管理：余信毅 隊長：許育誠 

隊員：    

許育誠 郭展吟 楊博翔 施宏諺 

吳冠岳 蕭宇辰 朱子安 王瑞霆 

戴源宏 楊國鴻   

12. 單位：東山高中 白隊    

領隊：林健民 教練：蕭炳倫、余侑謙 管理：余信毅 隊長：陳璿仁 

隊員：    

陳璿仁 陳俊伊 杜宇倫 賴致宏 

柯勇志 陳護元 洪華駿 程崑傑 

陳柏勳    

13. 單位：大雅國中 藍隊    

領隊：楊峙芃 教練：羅宸 管理：陳虹君 隊長：廖志憲 

隊員：    

廖志憲 許博超 陳奕成 陳柏廷 

徐育傑 賴宥橙 鄭弘佑 廖倚賢 

葉雨桐    

14. 單位：大雅國中 白隊    

領隊：楊峙芃 教練：羅宸 管理：鐘文生 隊長：江孟則 

隊員：    

江孟則 賴冠廷 何軍諺 董豐裕 

湯子毅 孫庭翊 林敬諺 林敬諭 

15. 單位：忠明高中 藍隊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長：陳弘典 

隊員：    

陳弘典 林謙翔 許永昕 鍾曜名 

劉銘政 張家榕 林煥睿 張哲諺 

16. 單位：忠明高中 白隊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謝政諭 管理：朱芸萱 隊長：余柏毅 

隊員：    

余柏毅 張哲諺 李冠毅 陳凱富 

謝瑋桀 陳言紘 張智晉  

17. 單位：居仁國中    

領隊：許顏輝 教練：紀春興 管理：蔡朋佐 隊長：陳禹誌 

隊員：    

陳禹誌 游承熹 陳泰佑 彭詳睿 

林詠宸 許閔淳 許閔善 林宇承 

 

 



國中女生團體組    

1. 單位：鹿寮國中    

領隊：杜進成 教練：張志成 管理：翁月苕 隊長： 

隊員：    

林真 吳旻軒 張婷媚 蔡妮穎 

陳思妤 吳千虹   

2. 單位：爽文國中    

領隊：李建智 教練：邱運朋、楊品翔 管理：陳玉芳 隊長：賴怡樺 

隊員：    

賴怡樺 張華株 巫心妤 葉依珊 

林佳葭 賴筑伶 陳嘉均  

3. 單位：大華國中    

領隊：林勝結 教練：朱德三 管理：劉文翰 隊長：鄧筠儒 

隊員：    

鄧筠儒 鄭予芊 楊珊樺 王安慈 

陳芷萱 廖昱雯 李函倢 張宸沂 

陳品彤 江侑庭   

4. 單位：梧棲國中    

領隊：周宗正 教練：江海泉、陳昶仁 管理：顏隨勝 隊長：童婷云 

隊員：    

童婷云 卓家儀 陳雅婷 黃怡禎 

何姍芸 柯采伶 林俐安 紀宜君 

林家儀    

5. 單位：外埔國中    

領隊：李文題 教練：張秋敏 管理：紀伯欣 隊長：莊家羽 

隊員：    

莊家羽 白沛琪 李美悅 巫芃秀 

白珮玲 陳巽柔 賴詩妤  

6.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林漢民、王麗珉 管理：楊創任 隊長： 

隊員：    

林于禾 陳品蓁 曾聿菲 陳芷芳 

盧霈軒 李翊瑄 陳旻萱 陳旻慧 

7.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竑學 管理：朱芸萱 隊長： 

隊員：    

張倍飴 莊晨美 林姮妤 張凱菁 

 

 



國小高年級男童組    

1.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 

隊員：    

吳侑學 許谷邦 湯宗育 余承翰 

林家洋 呂亦喬 鄭宇佑 鄭舒詠 

陳仲徽    

2.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陳楷哲 劉冠宇 邵偉值 游道昀 

張峻維 洪子庭 李翊銨 張民彥 

羅桑鐸傑    

3. 單位：文心國小 藍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江美娟、黃中興 管理：林純式 隊長：潘禹丞 

隊員：    

潘禹丞 沈俊翰 張祐維 蘇堂驊 

曾睿恩 茒承霖 賴嘉晟 賴昱光  

林佑昕  張鈞羿   

4. 單位：文心國小 白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歐建成、江美娟 管理：蔡重珍 隊長：賴嘉晟 

隊員：    

賴嘉晟 賴昱光   林佑昕  張鈞羿 

鄭佳冠  王博正    

5. 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林昆慶 管理：温鳳凌 隊長：王益祥 

隊員：    

王益祥 袁柏祐 林叡謄 曾敬廷 

楊振祐 陳中泰 詹政毅  

6.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鄭貞平 隊長：林育辛 

隊員：    

林育辛 柯勇全 楊益安 周建佑 

邱宇簾 李侑威 林哲維  

7.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蔡淑娟 教練：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長：林闊維 

隊員：    

林闊維 陳晉禾 劉晏銘 詹諺袸 

蘇均融 張逸寬 陳昱任 陳軒暟 



8. 單位：僑仁國小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黃湘袁 

隊員：    

黃湘袁 賴皓群 謝丞傑 林其楷 

黃子杰 張致榮 陳育銓 陳融暄 

9.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謝政諭 管理：周佳慧 隊長：王基淯 

隊員：    

王基淯 簡楷翰 陳右唯 劉彥忠 

范華驛 紀柏維   

10.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莊渝昇 管理：巫雪甄 隊長：林昱安 

隊員：    

林昱安 陳柏恩 劉泳承 曹宇翔 

曹宇勝 陳宥辰 蔡承傑 鄭佑鑫 

11.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王銘男 教練：王重智、石瓊芳 管理：王士銘 隊長： 

隊員：    

曾宥誠 曾溢恩 陳信翔 李昊庭 

曾宥維 何承叡   

12. 單位：大明國小 藍隊    

領隊：林詩猛 教練：張元御 管理：魏嘉泰 隊長：廖重焰 

隊員：    

廖重焰 陳秉宏 楊儮綱 陳亮廷 

姚宥均 林凱能 吳庭愷 李志方 

13. 單位：大明國小 白隊    

領隊：林詩猛 教練：廖妤珮 管理： 隊長：何典謁 

隊員：    

何典謁 洪睿亨 李威翰 賴志維 

邱紹倢 劉宥辰 盧秉宏 陳品侖 

張睿洋 楊顯瑞   

14. 單位：大勇國小    

領隊：鄭國男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李枝樺 隊長：張智森 

隊員：    

張智森 劉謙叡 許茗皓 許扉皓 

梁宸維 黃子恩 林子恩 鄧焙元 

李冠霖 張超為   

 

 

 



15. 單位：宜欣國小    

領隊： 教練：高銘翊 管理： 隊長： 

隊員：    

朱昱銘 陳楷新 江兆民 陳楷樂 

陳亦聖 陳翰柏 呂維倫 謝泳叡 

國小高年級女童組     

1. 單位：太平區太平國小    

領隊：湯正茂 教練：康智程 管理：吳育哲 隊長：劉子涵 

隊員：    

劉子涵 陳以姍 吳芸萱 杜梓菡 

張恒馨 王湘云 林予涵 林亞璇 

2.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劉詠貞 洪嘉翎 毛宣予 陳毓佳 

吳珮琪 劉宇娸 楊婷伃  

3. 單位：春安國小 藍隊    

領隊：黃志龍 教練：林昆慶 管理：温鳳凌 隊長：劉宜螢 

隊員：    

劉宜螢 曾語均 陳苡涵 莊毓晴 

劉芷嫻 楊洧羚 劉芷誼 鄭盈佳 

4. 單位：春安國小 白隊    

領隊：黃志龍、温鳳凌 教練：林昆慶 管理： 隊長：黃羿甯 

隊員：    

黃羿甯 楊家萱 莊美琪 廖妘睿 

邱佩娟 溫心萍 李欣霈  

5.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蔡淑娟 教練：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長：簡宥嫺 

隊員：    

簡宥嫺 吳芷米 林沂嫻 吳宥蓁 

凃俞安    

6. 單位：僑仁國小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許硯旻 

隊員：    

許硯旻 廖晏晨 卓文媛 沈于喬 

吳依庭 林翊涵 吳禹蕎 廖奕芯 

 

 

 



7.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暉 教練：唐奕瑄 管理：蘇紫晴 隊長： 

隊員：    

紀佳嫺 李寈 陳語彤 紀博庭 

紀孟萱 紀凱熒   

8. 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張勇生 教練：鄭志朋  李易宣 管理： 隊長： 

隊員：    

劉家綾 顏羽辰 李珞琳 梁家甄 

蔡依潔 陳玉婕   

9.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莊渝昇 管理：巫雪甄 隊長：李家儀 

隊員：    

李家儀 林余柔 蔡子涵 林芸汝 

黃語婕 周芳瑜 沈煜潔  

10.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吳庭沛 賴宥安 朱倍儀 王郁雯 

梁雅涵 許芳瑜 黃笠捷  

11. 單位：大明國小    

領隊：林詩猛 教練：廖妤珮 管理： 隊長： 

隊員：    

王媺淇 廖晏君 王韻筑 張雅評 

黃沛綾 吳芷妤 陳語妡 黃昱棻 

廖佳琪    

國小中、低年級男童組    

1. 單位：育英國小    

領隊：王志嵩 教練：林建良 管理：鄭永明 隊長：梁柏瑞 

隊員：    

梁柏瑞 王旻閔 王奕加 羅子翔 

林郁承 鄭元傑 林泊軒 林庭豪 

2. 單位：塗城國小 藍隊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李展碩 

隊員：    

李展碩 林科元 余政翰 鍾鋐宇 

林品熙 陳晏詳 蔡維倫  

 

 



3. 單位：塗城國小 白隊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 

隊員：    

林詠翔 呂宇浩 王少羿 王亮鈞 

李威侖 蘇微謙 張祐倫 李展碩 

4. 單位：內新國小 藍隊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楊品翔 隊長：鄭

富家 

隊員：    

鄭富家 詹家維 蔡翔宇 葉祐豪 

楊諺志 張皓宸 林于鈞  

5. 單位：內新國小 白隊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楊品翔 隊長：陳

盈澍 

隊員：    

陳盈澍 陳譽文 黃惠安 黃惠能 

廖翊盛 林鈞學 潘晟星  

6. 單位：大雅國小 藍隊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長： 

隊員：    

羅桑崧宇 陳永泰 張巽堯 李斈奇 

胡友柏 許智棋 吳欣棠 鐘紹軒 

周沐澤 賴宏曜   

7. 單位：大雅國小 白隊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丁春蘭 隊長： 

隊員：    

鐘紹軒 蔡俊斌 陳菘毅 邵偉霖 

吳逸凡 蔡德順 林培澍 許智棋 

吳欣棠 周冠呈   

8. 單位：文心國小 藍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江美娟、林純式 管理：林永悅 隊長：陳品硯 

隊員：    

陳品硯 王泓鈞  林宏澤  潘冠良  

林敬祐 徐浩瑋 陳羿廷  吳科諺  

徐瑞成  陳育嘉    

9. 單位：文心國小 白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王仕賢、李張鑫 管理：蔡重珍 隊長：陳羿廷  

隊員：    

陳羿廷  徐浩瑋 呂翊豪  高冠恆  

陳育嘉  徐瑞成  張心華  張鈞羿 



鄭佳冠  黃敬程    

10. 單位：文心國小 紅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鄭竹軒、江美娟 管理：蔡重珍 隊長：黃敬程  

隊員：    

黃敬程  楊昊恩 宋永喆 葉覲豪  

江品澤  張鈞羿 鄭佳冠   

11.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鄭貞平 隊長：陳囿尹 

隊員：    

陳囿尹 洪文凱 陳囿鳴 周禾蒼 

李承恩 邱弘翊 周喆寓  

12. 單位：僑仁國小 藍隊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 

隊員：    

張祐嘉 許詠傑 張華鈞 林育奎 

陳旭東 陳澤嘉   

13. 單位：僑仁國小 白隊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謝松霖 

隊員：    

謝松霖  王彥凱  盧則叡 張予皓 

盧奕翔 蕭丞侑    

14. 單位：僑仁國小 紅隊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松宇皓 

隊員：    

松宇皓 松宇晟 古少鈞 蔡書瀚 

莊紘瑞 沈得綸   

15.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暉 教練：唐奕瑄 管理：蘇紫晴 隊長： 

隊員：    

李柏成 陳紹紘 柯閔智 李右軍 

紀承漢 紀竣崴 蘇羿侖 林品齊 

紀淳皓    

16.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謝政諭 管理：周佳慧 隊長：李振逸 

隊員：    

李振逸 黃俊憲 潘家煒 凃彥呈 

林縉 陳冠燊   

 

 

 



17. 單位：上石國小    

領隊：鄭淑真 教練：黃建昌、廖昱程 管理：閔柏惠 隊長：張翔斌 

隊員：    

張翔斌 賴柏元 沈孜澔 羅丞廷 

許維耘 李尚恩 林軍宇  

18. 單位：文昌國小 藍隊    

領隊：吳嘉賢 教練：江佳恩 管理：阮浩傑 隊長：才智宇 

隊員：    

才智宇 劉聿闓 李彥霆 陳秉浤 

董庭聿 洪煥睿 郭軒承 郭于睿 

許楷承 許楷沅   

19. 單位：文昌國小 白隊    

領隊：吳嘉賢 教練：江佳恩 管理：阮浩傑 隊長：郭軒承 

隊員：    

郭軒承 郭于睿 王宸浩 薛亦矩 

林孟學 楊秉錥 洪煥睿  

20. 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張勇生 教練：鄭志朋  李易宣 管理： 隊長：劉書銘 

隊員：    

劉書銘 劉書瑋 莊博智 吳承寯 

徐子鈞 陳冠均   

21.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莊渝昇 管理：巫雪甄 隊長：林昱辰 

隊員：    

林昱辰 李育霖 蔡旻成 楊恩 

蔡承洋 陳宥翔 楊凱翔 蔡卓諺 

22. 單位：大明國小 藍隊    

領隊：林詩猛 教練：張元御 管理：魏嘉泰 隊長：詹閎宇 

隊員：    

詹閎宇 魏絃安 陳秉澤 張景松 

胡凱鈞 吳灃哲   

23. 單位：大明國小 白隊    

領隊：林詩猛 教練：包育英 管理：鄭美文 隊長：張智軒 

隊員：    

張智軒 枋煜峰 張厤銓 張傑翔 

陳宥霖 王誌韓 葉承學  

 

 

 

 



24. 單位：陳平國小    

領隊：許慶昌 教練：江廷國 管理：梁方琦 隊長：蕭凡曦 

隊員：    

蕭凡曦 陳廷安 陳冠達 呂紹綸 

曾宥承 周孝哲 邱繼威 賴君維 

張雋朋 洪緁宥   

25. 單位：宜欣國小    

領隊： 教練：高銘翊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翰柏 張珈睿 江兆民 陳楷樂 

陳亦聖 謝泳叡 呂維倫  

國小中、低年級女童組    

1. 單位：育英國小    

領隊：王志嵩 教練：林建良 管理：鄭永明 隊長：傅翊瑋 

隊員：    

傅翊瑋 陳榆嫻 楊瑜婕 曾郁婷 

羅文伶 賴錦盈 謝茹俽  

2.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 

隊員：    

余佩芸 胡意妃 楊閔綺 邱延臻 

林妍希 楊琇伃   

3. 單位：內新國小 藍隊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楊品翔 隊長：柯

宜彤 

隊員：    

柯宜彤 戴筱霖 吳凱芸 陳詠嵐 

梁詠婷 張子萱   

4. 單位：內新國小 白隊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楊品翔 隊長：簡

冬晴 

隊員：    

簡冬晴 林芷沂 王瑜琦 林彥臻 

林品嫻 張婉婷 張可筠 何文軒 

5. 單位：文心國小 藍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江美娟、李張鑫 管理：林永悅 隊長：曾尹恩  

隊員：    

曾尹恩  鄒子閑 劉心喜  郭紫穎 

林宥妤  唐橙妍  林子筠  江予晴  



蘇蔓  陳宥岑    

6. 單位：文心國小 白隊    

領隊：陳怡婷 教練：江美娟、黃中興 管理：蔡重珍 隊長：劉心喜  

隊員：    

劉心喜  楊翊晴  江予晴  蘇蔓  

唐橙妍  王筠筑  尤姿云   

7. 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林昆慶 管理：温鳳凌 隊長：曾怡君 

隊員：    

曾怡君 李易儒 陳巧屏 林子善 

陳奕伶 徐曉潔 王溱禧  

8.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蔡淑娟 教練：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長： 

隊員：    

陳禹霈 賴禹岑 朱笠棋 陳煜莘 

9. 單位：僑仁國小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長：施涵芸 

隊員：    

施涵芸 羅元廷 李欣儒  胡婷雅 

陳郁淇 謝沛岑 林可晴  

10.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謝政諭 管理：周佳慧 隊長：周慈雅 

隊員：    

周慈雅 周云柔 王苡安 邱可琍 

蕭榆蓁 曹鈞涵   

11. 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張勇生 教練：鄭志朋  李易宣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嬿方 梁家綾 莊椀舒 陳妍希 

吳寀語 文云   

12.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巫雪甄 管理：楊秋絹 隊長：蔡可萱 

隊員：    

蔡可萱 柯閔薰 陳冠穎 蔡旻真 

劉芷妍 張宇彤 林芸品 陳蓁悅 

13.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王晨安 梁詠淇 林蘭亭 姚沂均 

胡軒菡 陳昕妤 許韶云  



社會男子組   

1. 單位：漢翔    

領隊：李國鼎 教練：黃祥楠 管理：李俊輝 隊長：邱正一 

隊員：    

邱正一 賴佐育 賴紀安 賴榮華 

黃奇生 李武雄 張哲豪 楊奇軒 

洪坤河 黃瑞澺   

2. 單位：東海大學    

領隊：張紅玉 教練： 管理： 隊長：吳曜吉 

隊員：    

吳曜吉 邱千碩 柯信毅 陳宜群 

林哲宇 葉登翰 張簡子平 黃品羲 

熊彧 周川椲   

3. 單位：鴻森動口不動手    

領隊：林擷弘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擷弘 王皓宇 吳采軒 戴以新 

林柏江 呂鴻森 彭世維 劉家維 

張畯榤 吳哲原   

4. 單位：友倫    

領隊：林坤助 教練：葉建宏 管理：張順紘 隊長： 

隊員：    

溫洧傑 楊奕軒 王泰崴 曾昱智 

葉致緯 陳照舜 張順紘 葉建宏 

5. 單位：清水桌委會 藍隊    

領隊：蔡興達 教練：李想、陳謀俊 管理：劉惠琴 隊長：施冠宇 

隊員：    

施冠宇 蔡羽珉 黃浩瑋 周茂彬 

陳奕成 王冠程 施亮維  

6. 單位：清水桌委會 白隊    

領隊：蔡興達、李想、陳謀俊 教練： 管理：劉惠琴 隊長： 

隊員：    

卓育誠 葉中生 林瑩昇 周冠瑋 

陳柏穎 黃子瓏 詹柏毅 施泓愷 

蔡瑋哲    

7. 單位：沛勝心體育 藍隊    

領隊：楊品翔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劉安蓁 隊長：巫政儒 

隊員：    

巫政儒 施信宏 王秉華 巫冠賢 



林忠泰 王子謙 蔡恩宇 陳煜凱 

8. 單位：沛勝心體育 白隊    

領隊：楊品翔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劉安蓁 隊長：林冠甫 

隊員：    

林冠甫 黃浩揚 李家瀚 邱昱文 

陳嘉佑 林宇恩 林哲正 呂帟絃 

9. 單位：沛勝心體育 紅隊    

領隊：楊品翔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劉安蓁 隊長：楊尚勳 

隊員：    

楊尚勳 張維希 蘇俊穎 楊哲綸 

仝太仁 廖宇誠 楊弘璟 李孟泉 

許家芳    

10.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藍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蔡榮林 許坤田 莊勝雄 陳耀南 

劉其賢 陳敬中 江定宏 李世上 

蕭景徽    

11.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白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陳昱佑 林燦鴻 洪銘偉 楊秀明 

王博智 簡裕通 周朕平  

12.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紅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簡明德 陳柏豪 張嘉瀚 李世上 

董清國 許瑞源 顏佳旭 周胤碩 

13. 單位：弘光科大 藍隊    

領隊：易光輝 教練：許木榮 管理： 隊長：張聰民 

隊員：    

張聰民 黃昇民 林俊榮 徐國鈞 

林正格 林耿德 蔡展翔 張凱傑 

14. 單位：弘光科大 白隊    

領隊：易光輝 教練：許木榮 管理： 隊長：溫志中 

隊員：    

溫志中 王瑞 張富雄 曾子凌 

陳致勇 吳有義 潘孟弦 林承孝 

陳鴻城 黃志雄   

 



15. 單位：臺中乒乓運動館 藍隊    

領隊：孫明德 教練：柯竑斌 管理：蔡民生 隊長： 

隊員：    

唐奕瑄 王成瑜 黃文昌 廖偉嘉 

張哲耀 陳希珉 賴佐育  

16. 單位：臺中乒乓運動館 白隊    

領隊：孫明德 教練：柯竑斌 管理：蔡民生 隊長： 

隊員：    

劉凱弘 韋維 李奕儒 柯竑斌 

李沂峰 劉冠呈 張勝勛 沈瑞騰 

17. 單位：臺中乒乓運動館 紅隊    

領隊：孫明德 教練：柯竑斌 管理：蔡民生 隊長： 

隊員：    

傅冠親 柯泯瑜 朱逸峰 蕭人豪 

詹凱淯 唐奕桓 馮偉哲 徐朝旺 

18. 單位：后里大埔鐵板燒    

領隊：柯選生 教練：池欣亮 管理：高嘉玲 隊長：詹勝淵 

隊員：    

詹勝淵 張志吉 張永達 楊進忠 

柯勇志 柯勇全 林育辛 楊益安 

周建佑 林哲維   

19. 單位：正港通運    

領隊：王立任 教練：蔡條永 管理：陳昶仁 隊長：陳昶仁 

隊員：    

陳昶仁 施宜辰 紀翔恩 江建瑋 

吳律旻 陳泰均 顏毅 徐武锋 

蔡條永 李易宣   

20. 單位：梧棲桌委會(黑豹隊)    

領隊：劉俊信、 教練：周明修 管理：李益明 隊長：白秉燃 

隊員：    

白秉燃 林永智 江富志 周明修 

陳正中 易光輝 潘世尊 史世強 

顏世雄 李益明   

21. 單位：臺灣體大 藍隊    

領隊：林華韋 教練：郭智翔 管理：吳昇光 隊長：楊士弦 

隊員：    

楊士弦 徐民翰 賴俊穎 蔡宇倫 

王祥宇 呂珈泓 吳滕偉  

 

 



22. 單位：臺灣體大 白隊    

領隊：林華韋 教練：郭智翔 管理：吳昇光 隊長：胡譯升 

隊員：    

胡譯升 廖昱程 邱政陽 蔡杰盛 

林峻德 盧鵬壬 郭韋辰 陳聖暐 

23.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藍隊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謝皓宇 

隊員：    

謝皓宇 林裕國 莊欣達 李祐承 

陳柏宏 楊俊楠 謝政諭  

24.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白隊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黃枝任 

隊員：    

黃枝任 劉勁廷 林柄旭 吳明夏 

何東員 陳人榮 許永昕  

25.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紅隊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舒信強 

隊員：    

舒信強 葉哲序 余昆政 展慶宗 

張俊閔 李俊樺 幸承威 陳勇廷 

26.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黃隊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蘇竑學 

隊員：    

蘇竑學 陳煥文 張弘明 羅宸 

林辰達 楊芳澤 蔡承穎  

27.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綠隊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 

隊員：    

黃上育 徐少軒 謝宗謀 魏伯揚 

黃裕賢 林謙翔 林晟安 陳弘典 

張家榕    

28.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6 隊 color_6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鄭弘均 

隊員：    

鄭弘均 許雅棠 劉子維 林煥睿 

鍾曜名 張哲諺 林泓達 劉銘政 

29.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7 隊 color_7    

領隊：賴順仁 教練： 管理：鄭弘均 隊長：余柏緯 

隊員：    

余柏緯 張智晉 謝瑋桀 余柏毅 



黃敬原 簡瑜志 張紘萓  

社會女子組      

1. 單位：泓電樓梯升降椅 藍隊    

領隊：許倍銘 教練：劉桂婷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芃妤 李汶璇 段喬煒 莊曼平 

林姿妤 施綾軒 黃依婷 唐妮均 

2. 單位：泓電樓梯升降椅 白隊    

領隊：許倍銘 教練：劉桂婷 管理： 隊長： 

隊員：    

許立臻 何㚸洺 施語柔 楊心玥 

潘品妤 簡語萱 蕭彩妤 林欣妤 

王宣雅    

3. 單位：沛勝心體育    

領隊：楊品翔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劉安蓁 隊長：吳雨柔 

隊員：    

吳雨柔 陳靜慧 張華株 賴怡樺 

葉依珊 巫心妤 林汶嫻 饒喬云 

張祐瑄    

4.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呂淑怡 蔡珠奇 劉雅綸 石純瑛 

溫虹雯 郭怡靖 林淑鈴 王惠珍 

5. 單位：弘光科大    

領隊：易光輝 教練：許木榮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季淮 戴郁玲 楊于賢 陳佩慈 

薛依伶 張書維 詹雅婷 曾紫雲 

6. 單位：臺中市乒乓協會    

領隊：賴順仁、王保聘 教練： 管理：揚芳澤 隊長：王詩雅 

隊員：    

王詩雅 蔡宥珊 蔡汶均 張倍飴 

鍾佩庭 陳貞瑄 莊晨美 林姮妤 

張凱菁    

 

 

 

 



機關組（不分性別）    

1. 單位：漢翔    

領隊：黃奇生 教練：李武雄 管理： 隊長：邱正一 

隊員：    

邱正一 薛澤愷 李南宏 洪坤河 

賴佐育 賴紀安 沈娟 林文才 

柯志和 黃祥楠   

2. 單位：臺中市地政局 藍隊    

領隊：張治祥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湯深厚 郭忠一 邱元宏 黃人文 

廖文欽 顏慈宏 湯儒翔 廖惠生 

馬嘉琳    

3. 單位：臺中市地政局 白隊    

領隊：張治祥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至真 林建伸 楊鳳麟 廖永富 

曾文濱 朱耿樟 陳雲碧 許世強 

謝蒼峰    

4. 單位：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領隊：蕭淑貞 教練：林義雄 管理：吳姃娟 隊長：謝榮修 

隊員：    

謝榮修 武經文 江家利 趙文燦 

吳明道 林新豊 林聖桓 賴文偉 

許喬宇 黃思閔   

5. 單位：中華電信    

領隊：林茂堂 教練： 管理： 隊長：曾錫鴻 

隊員：    

曾錫鴻 王俊賢 余鴻年 張彥駿 

廖顯東 王儀桐 陳春玉 曾享煥 

林晉玉    

6. 單位：台電    

領隊：黄國能 教練： 管理：陳昭雄 隊長：林國裕 

隊員：    

林國裕 陳昭雄 李光明 李美珍 

楊青雲 紀鎬盛 余坤昇 蔡宗儒 

楊偉傑 許榮科   

 

 



7.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藍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蔡榮林 許坤田 莊勝雄 陳耀南 

劉其賢 陳敬中 江定宏 李世上 

蕭景徽    

8.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白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陳昱佑 林燦鴻 洪銘偉 楊秀明 

王博智 簡裕通 周朕平  

9.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紅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簡明德 陳柏豪 張嘉瀚 李世上 

董清國 許瑞源 顏佳旭 周胤碩 

10.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黃隊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呂淑怡 蔡珠奇 劉雅綸 石純瑛 

溫虹雯 郭怡靖 林淑鈴 王惠珍 

長青組    

1. 單位：漢翔    

領隊：李國鼎、 教練： 管理：葉姿青 隊長：余強 

隊員：    

余強 黃瑞澺 王國全 賴榮華 

唐麗麗 李武雄 張哲豪 黃奇生 

楊奇軒    

2. 單位：集成堂擇日館    

領隊：張聰嶽 教練： 管理： 隊長：張聰嶽 

隊員：    

張聰嶽 周文龍 林德昌 余鴻年 

蘇銘智 吳佳美 莊福祿 胡景灝 

林賜福 黃鈺珉   

3. 單位：快樂隊    

領隊：許作舟 教練： 管理： 隊長：楊登安 47 

隊員：    

楊登安 許作舟 黃深裕 劉國禎 

洪棟樑 張旭利 黃正文 黃志台 



張寶月    

4. 單位：台中市校長聯隊    

領隊：黃永錄 教練：詹勝淵 管理：楊朝銘 隊長：蔡俊模 

隊員：    

蔡俊模 黃永錄 郭金蓮 楊朝銘 

莊志彥 林坤燑 譚至皙 劉瑞祥 

郭耿維 王銘男   

5. 單位：豐原桌球委員會    

領隊：劉啟盛 教練： 管理：吳樹廷 隊長：巫繁昌 

隊員：    

巫繁昌 詹勝淵 林益諒 林燦鴻 

紀鎬雄 陳玉芬 范龍玉 廖文育 

林晉玉    

6. 單位：台電    

領隊：黃國能 教練： 管理：陳昭雄 隊長：李光明 

隊員：    

李光明 黃國能 陳昭雄 李美珍 

楊青雲 紀鎬盛 林國裕 楊偉傑 

許榮科    

7. 單位：豐東加嘉    

領隊：朱嘉成 教練： 管理：吳樹廷 隊長：胡鏡濤 

隊員：    

胡鏡濤 周正茂 吳發源 李海瑞 

張坤錦 蘇子義 廖國政 吳樹廷 

施立文 黃星願   

8. 單位：臺中市警察局    

領隊：楊源明 教練：蔡榮林 管理：蔡元戎 隊長： 

隊員：    

蔡榮林 莊勝雄 陳耀南 劉其賢 

陳敬中 江定宏 許坤田 呂淑怡 

王惠珍 李世上   

9. 單位：容拓建築    

領隊：陳錫應 教練：呂尚恒 管理： 隊長：陳隨意 

隊員：    

陳隨意 林漢輝 潘宜誠 張琪 

陳錫應 呂尚恒 張覲梃  

10. 單位：潭子桌委會    

領隊：呂春華 教練：黃若飴 管理：陳殷洲 隊長：黃若飴 

隊員：    

黃若飴 朱明輝 侯舜中 劉其賢 



劉興池 李程芳 曾添銘 顧哲觀 

李金樹 蔡重珍   

11. 單位：正港通運    

領隊：陳正中 教練：周明修 管理：高滿足 隊長：白秉燃 

隊員：    

白秉燃 林永智 高滿足 江富志 

周明修 陳正中 吳明道 林雅華 

顏世雄 蔡條永   

  



個人組參賽隊職員名單 

國小男生個人組      

1. 單位：梧棲區中正國小    

領隊：洪秀菊 教練：陳姝融、熊國瑞 管理：張嘉琪  

隊員：    

吳映築 吳映澄   

2. 單位：大新國小    

領隊：蔡鴻銘 教練： 管理：  

隊員：    

蔡鎮亘    

3. 單位：立新國小    

領隊：連忠誠 教練：陳品貝 管理：  

隊員：    

李嘉勳    

4. 單位：太平區太平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林宥銘 陳思翰   

5. 單位：永安國小    

領隊： 教練：張光文 管理：李永烈  

隊員：    

陳柏勛    

6. 單位：三和國小    

領隊：洪瓊媚 教練： 管理：楊偉民  

隊員：    

施凱穎 郭銘智   

7. 單位：東區成功國小    

領隊：曾娉妍 教練：林本偉 管理：許敏菁  

隊員：    

林柏安    

8.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員：    

許谷邦 余承翰 陳晏詳  

9. 單位：內新國小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  

隊員：    

蔡翔宇 詹家維 楊諺志  



10. 單位：南陽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謝爾貴  

隊員：    

謝宇新    

11.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員：    

陳楷哲 羅桑崧宇 陳永泰  

12.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江美娟 管理：  

隊員：    

潘禹丞 沈俊翰  張祐維  

13. 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陳文通 管理：林昆慶  

隊員：    

王益祥 袁柏祐 曾敬廷  

14.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鄭貞平  

隊員：    

林育辛 柯勇全 楊益安  

15.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蔡淑娟 教練：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員：    

劉晏銘 林闊維 陳昱任  

16. 單位：僑仁國小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員：    

黃湘袁 陳融暄 賴皓群  

17. 單位：梧南國小    

領隊：林怡光 教練：曾歆喬 管理：張佳鈺、林育婕  

隊員：    

王品翔 林育揚 謝易澄  

18.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暉 教練：唐奕瑄 管理：蘇紫晴  

隊員：    

陳宏宇 李柏成 紀峻崴  

19. 單位：汝鎏國小    

領隊： 教練：張錫賢 管理：  

隊員：    

王彥翔    



20.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謝政諭 管理：周佳慧  

隊員：    

王基淯 簡楷翰 李振逸  

21. 單位：上石國小    

領隊：鄭淑真 教練：黃建昌、廖昱程 管理： 閔柏惠  

隊員：    

蘇庭鋐 李宇勝 許瑋倢  

22. 單位：順天國小    

領隊： 教練：張光文 管理：陳建順  

隊員：    

杜沅翰 卓冠丞   

23. 單位：文昌國小    

領隊：吳嘉賢 教練：江佳恩 管理：阮浩傑  

隊員：    

才智宇 李彥霆 陳秉浤  

24. 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張勇生 教練：鄭志朋  李易宣 管理：  

隊員：    

陳冠均 莊博智 劉書銘  

25.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莊渝昇 管理：巫雪甄  

隊員：    

林昱安 陳柏恩 林昱辰  

26. 單位：永春國小    

領隊：林峻堅 教練：林靖棟 管理：袁麗芳  

隊員：    

林昇樑 林承樑   

27. 單位：清水國小    

領隊：黃美玲 教練：李想 管理：陳惠青  

隊員：    

李家華 陳定澤 蔡雋侑  

28.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曾宥誠 曾溢恩 曾宥維  

29. 單位：大明國小    

領隊：林詩猛 教練：張元御 管理：魏嘉泰  

隊員：    

廖重焰 陳秉宏 楊儮綱  



30. 單位：陳平國小    

領隊：許慶昌 教練：江廷國 管理：梁方琦  

隊員：    

陳廷安 曾宥丞 周孝哲  

31. 單位：大勇國小    

領隊：鄭國男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李枝樺  

隊員：    

劉謙叡 張智森 許茗皓  

32. 單位：宜欣國小    

領隊： 教練：莊義明 管理：  

隊員：    

朱昱銘 陳楷新 江兆民  

33. 單位：海墘國小    

領隊： 教練：鄭孟修 管理：  

隊員：    

吳宥辰    

國小女生個人組    

1. 單位：太平區太平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劉子涵 林予涵   

2. 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員：    

余佩芸 楊芷菱 林妍希  

3. 單位：崇光國小    

領隊：趙景惠 教練：孫明德、蔡民生 管理：  

隊員：    

蔡乙萱    

4. 單位：內新國小    

領隊：林淵輝 教練：余冠瑾、陳思嘉 管理：林憶涵、陳怡帆  

隊員：    

張子萱 戴筱霖 柯宜彤  

5. 單位：大雅國小    

領隊：林雅盛、 教練：黃哲億 李正文  管理：田時杰  

隊員：    

劉詠貞 洪嘉翎 毛宣予  

 

 



6. 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黃中興 管理：  

隊員：    

陳郁慈 曾尹恩  鄒子閑  

7. 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陳文通 管理：林昆慶  

隊員：    

劉宜螢 楊洧羚 莊毓晴  

8. 單位：華龍國小    

領隊：詹勝淵 教練：曾昱智 管理：鄭貞平  

隊員：    

蘇心怡 周盈淇 杜昕潔  

9. 單位：永隆國小    

領隊：蔡淑娟 教練：李正國 管理：余貞妹  

隊員：    

簡宥嫺 吳宥蓁 凃俞安  

10. 單位：僑仁國小    

領隊：蘇鼎凱 教練：蘇明峰 管理：曾玉欣  

隊員：    

許硯旻 廖晏晨 吳依庭  

11.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暉 教練：唐奕瑄 管理：蘇紫晴  

隊員：    

紀佳嫺 李寈 紀博庭  

12. 單位：賴厝國小    

領隊：過修齊 教練：黃奕琵、謝政諭 管理：周佳慧  

隊員：    

周慈雅 周云柔 王苡安  

13. 單位：上石國小    

領隊：鄭淑真 教練：黃建昌、廖昱程 管理：閔柏惠  

隊員：    

賴以琳    

14. 單位：順天國小    

領隊： 教練：張光文 管理：陳建順  

隊員：    

卓可茵    

15. 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張勇生 教練：鄭志朋  李易宣 管理：  

隊員：    

李珞琳 吳寀語 陳嬿方  



16. 單位：梧棲國小    

領隊：吳金銅 教練：莊玥雲、吳季錦 管理：巫雪甄  

隊員：    

李家儀 林余柔 蔡可萱  

17. 單位：清水國小    

領隊：黃美玲 教練：李想 管理：陳惠青  

隊員：    

詹筱筑 詹小涵 陳湘芸  

18. 單位：沙鹿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吳庭沛 王郁雯 黃笠捷  

19. 單位：大明國小    

領隊：林詩猛 教練：包育英 管理：鄭美文  

隊員：    

李芯妤 黃芳榆 王媺淇  

20. 單位：陳平國小    

領隊：許慶昌 教練：江廷國 管理：梁方琦  

隊員：    

陳有敬    

21. 單位：外埔國小    

領隊：吳文芳 教練：鄭孟修 管理：  

隊員：    

何珮慈 陳秀霓 洪敏芯  

22. 單位：宜欣國小    

領隊： 教練：莊義明 管理：  

隊員：    

林若棠    

23. 單位：益民國小    

領隊：錢得龍 教練：林汝鍵 管理：丁子評  

隊員：    

林羽姮    

24. 單位：大甲國小    

領隊： 教練：鄭孟修 管理：  

隊員：    

陳柔妤    

25. 單位：和平國小    

領隊： 教練：鄭孟修 管理：  

隊員：    

柯孟嫻    



國中男生個人組       

1. 單位：鹿寮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陳品文 蘇育頡 陳仕閔  

2. 單位：爽文國中    

領隊：李建智 教練：邱運朋 管理：陳玉芳  

隊員：    

陳煜凱 蔡恩宇 王子謙  

3. 單位：順天國中    

領隊：蔡仁政 教練：蔡汶均 管理：林淑滿  

隊員：    

陳柏叡 柯宇謙 張永翰  

4. 單位：大業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許書瑋    

5. 單位：崇德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張晏碩    

6. 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陳虹廷 吳冠儒   

7. 單位：大華國中    

領隊：林勝結 教練：朱德三 管理：劉文翰  

隊員：    

田秉中 施秉軒 曾承睿  

8. 單位：北新國中    

領隊：徐吉春 教練：鄭弘均 管理：朱仕盟  

隊員：    

李晨輝 葉駿豪 李冠宏  

9. 單位：梧棲國中    

領隊：周宗正 教練：江海泉 管理：顏隨勝  

隊員：    

吳律旻 顏毅 石秉格  

10. 單位：中科實中    

領隊：林坤燦、 教練：朱彥妮 管理：  



隊員：    

黃宇碩    

11. 單位：清水國中    

領隊：林福裕 教練：李想、陳謀俊 管理：陳意青  

隊員：    

周茂彬 蔡羽珉 黃浩瑋  

12. 單位：外埔國中    

領隊：李文題 教練：張秋敏 管理：林勇佑  

隊員：    

黃柏勝 陳俊曄 陳冠羽  

13. 單位：日南國中    

領隊：舒富男 教練：張晴茹 管理：吳建清  

隊員：    

陳佳和 林丞和 葉鎮廣  

14.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林漢民、王麗珉 管理：楊創任  

隊員：    

陳建菘 巫竑毅 邱品傑  

15. 單位：東山高中    

領隊：林健民 教練：蕭炳倫、余侑謙 管理：余信毅  

隊員：    

楊博翔 郭展吟 施宏諺  

16. 單位：大雅國中    

領隊：楊峙芃 教練：羅宸 管理：陳虹君  

隊員：    

廖志憲 廖倚賢 許博超  

17.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員：    

林謙翔 許永昕 鍾曜名  

18. 單位：沙鹿國中    

領隊：洪幼齡 教練：陳佐芙 管理：張金鶴  

隊員：    

李星徵 馮稟宸 楊翔鈞  

19. 單位：居仁國中    

領隊： 教練：紀春興 管理：  

隊員：    

陳禹誌 陳泰佑 游承熹  

 

 



國中女生個人組    

1. 單位：東大附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邱雨婕    

2. 單位：鹿寮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林真 吳旻軒   

3. 單位：爽文國中    

領隊：李建智 教練：邱運朋、楊品翔 管理：陳玉芳  

隊員：    

賴怡樺 張華株 宜藏舟  

4. 單位：五權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劉卉卿    

5. 單位：北新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江禹葳    

6. 單位：大華國中    

領隊：林勝結 教練：朱德三 管理：劉文翰  

隊員：    

鄧筠儒 楊珊樺 陳芷萱  

7. 單位：梧棲國中    

領隊：周宗正 教練：江海泉、江鎮羽 管理：顏隨勝  

隊員：    

童婷云 卓家儀 林俐安  

8. 單位：清水國中    

領隊：林福裕 教練：李想、陳謀俊 管理：陳意青  

隊員：    

王依琳    

9. 單位：外埔國中    

領隊：李文題 教練：張秋敏 管理：紀伯欣  

隊員：    

白沛琪 莊家羽 白珮玲  

 

 



10.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林漢民、王麗珉 管理：楊創任  

隊員：    

林于禾 陳品蓁 曾聿菲  

11.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員：    

張倍飴 林姮妤 張凱菁  

12. 單位：居仁國中    

領隊：許顏輝 教練：紀春興 管理：蔡朋佐  

隊員：    

黃湘容    

13. 單位：立人高中    

領隊： 教練：王明月 管理：  

隊員：    

許昕綸    

 

高中男生個人組     

1. 單位：東大附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朱家緯 李超然   

2. 單位：臺中高工    

領隊：黃維賢 教練：吳智東 管理：黃美華  

隊員：    

張壬誌    

3. 單位：中港高中    

領隊：周文松 教練：劉桂婷 管理：楊雅勤  

隊員：    

施冠宇 卓育誠 葉中生  

4. 單位：中科實中    

領隊：林坤燦 教練：周郁鎧 管理：朱彥妮  

隊員：    

黃京元 蔡詠荃   

5. 單位：青年高中    

領隊：賴建成 教練：陳柏村、邱運朋 管理：許明舜  

隊員：    

巫政儒 施信宏 王秉華  

 



6. 單位：臺中一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詹晁鈞 黃京駿 林定緯  

7.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林漢民、王麗珉 管理：楊創任  

隊員：    

劉凱弘 王郡國 黃品誠  

8. 單位：東山高中    

領隊：林健民 教練： 管理：余信毅、蕭炳倫、余侑謙  

隊員：    

林柏翰 施韋得 戴煜倫  

9. 單位：清水高中    

領隊：賴昭呈 教練：黃世賢 管理：  

隊員：    

許皓雲 黃俞愷   

10. 單位：西苑高中    

領隊：楊政勳 教練： 管理：  

隊員：    

張友柏 楊名瑋   

11.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謝政諭、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員：    

林柄旭 黃上育 黃裕賢  

高中女生個人組    

1. 單位：中港高中    

領隊：周文松 教練：劉桂婷 管理：楊雅勤  

隊員：    

陳芃伃 段喬煒 施綾軒  

2. 單位：中科實中    

領隊：林坤燦 教練：周郁鎧 管理：朱彥妮  

隊員：    

李心妤 游舒淳 彭郁雯  

3. 單位：臺中二中    

領隊：江立堯 教練： 管理：  

隊員：    

張華瑄    

 

 



4. 單位：青年高中    

領隊：賴建成 教練：陳柏村、楊品翔 管理：許明舜  

隊員：    

吳雨柔 陳靜慧 饒喬云  

5. 單位：明道中學    

領隊：汪大久 教練：王麗珉、林漢民 管理：楊創任  

隊員：    

林佳郁 林瑀涵 江至薇  

6. 單位：台中女中    

領隊： 教練：游彥皓 管理：  

隊員：    

謝沛寰 古佩錡 林郁芯  

7. 單位：清水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陳玉蓁 李玟諭   

8. 單位：忠明高中    

領隊：張永宗 教練：王詩雅、蘇紘學 管理：朱芸萱  

隊員：    

鍾佩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