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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幕 典 禮 
一、09:00 典禮開始 

二、09:00 主席就位 

三、09:00 全體肅立 

四、09:10 介紹來賓 

五、09:20 主席致詞 

六、09:30 來賓致詞 

七、10:00 裁判長宣佈比賽規則 

八、10:05 禮成 

（恭請主委及來賓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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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推展全民體育，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國民健康。 

普及桌球運動風氣，提昇桌球運動水準，並以球會友增

進情誼交流。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體育總會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立中港高中、梧棲區公所 
四、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 
五、比賽日期﹕106 年 3 月 31 日~ 4 月 2 日（星期五、六、日） 

（開幕典禮﹕3 月 31 日上午 09:00） 
六、比賽地點﹕臺中市立中港高中體育館（梧棲區文昌路 350 號） 
七、比賽類別﹕團體賽、個人賽 
八、比賽組別﹕ 

1.教職員工組（不分性別）      2.高中（職）男生團體組 
3.高中（職）女生團體組     4.國中男生團體組 
5.國中女生團體組        6.國小高年級男童組 
7.國小高年級女童組         8.國小中、低年級男童組 
9.國小中、低年級女童組       10.社會男子組 

    11.社會女子組            12.機關組（不分性別） 
13.國小男生個人組               14.國小女生個人組 
15.國中男生個人組               16.國中女生個人組 
17.高中男生個人組               18.高中女生個人組 
19.長青組 

九、參加資格﹕ 
1.教職員工組﹕ 

(1)凡服務於本市境內公、私立各級學校（公私立托兒所及私立 
  幼稚園除外）校長及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可報名區聯隊或

以校為單位。）均得代表服務學校或服務地區報名參賽（但

不得跨區聯合組隊）。 
(2)各單位報名隊數不限制，教職員工組和機關組不分性別，每

人限報一隊。由組隊單位負責報名。 
(3)經教育專案至各校擔任訓練任務之專任教練及代理教師三

個月以上，得報名參賽。 
2.各級學生團體組﹕(每個學校僅接受一個註冊帳號，並須以該校

校名報名參賽，該帳號可同時報名團體組及個人組。遇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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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申請帳號時，則通知該校重新處置帳號申請事宜。) 
(1)凡臺中市在籍學生，均得代表就讀學校報名參賽。 
(2)各校報名隊數不限制。 
(3)國小學童組球員年級須符合下列規定﹕ 

○1 中、低年級組﹕一~四年級生。 
○2 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4)低年級學童可報名高年級組別參加比賽。 
(5)不得兩校合併或男女混合組隊參賽，違者該隊取消參賽資

格。 
      3.高中、國中個人組：各校限報男、女選手各 3 名。 
      4.國小個人組: 各校限報男、女選手各 3 名。成績排名將做為參

加全國少年國手選拔賽推薦名額的依據。 
5.社會組﹕ 

(1) 採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2)不得男女混合組隊參賽，違者該隊取消參賽資格。 
 (3)凡設籍或在職或就學於臺中市之個人均可組隊報名參賽。 

6.機關組﹕（不分性別） 
凡服務於本市境內各行政或民意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民

營行庫者，均得代表其單位組隊參加。 
      7.長青組: 

(1)採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2)可男女混合組隊參賽。 

        (3)年滿 40 歲以上者(含)，民國 67 年出生者，為 40 歲，餘此類 
           推。 
        (4)凡設籍或服務就業於臺中市；年滿 6 個月以上者(服務就業需

具有證明) 
        (5)第一點 40 歲以上單打，第二點 90 歲以上混雙，第三點 50

歲以上單打，第四點 100 歲以上雙打，第五點 60 歲以上單打。 
        (6)請勿虛報年齡，增加大會困擾。 
十、比賽方式﹕ 

1. 國小學童組﹕採四單打一雙打，六人五分，五局三勝制(單打

者不可兼雙打)。 
2. 其餘各組﹕採三單打二雙打，七人五分，五局三勝制（單打

者不可兼雙打）。 
十一、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由大會決定賽制。若採用循環制，以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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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判定名次。 
(一)每場勝者得 2 分、敗者得 1 分、未比賽或未賽完者得 0 分，

排名順序應先以積分多寡決定，積分多者為勝。 

(二)該組內若有二個成員積分相同時，以勝者為勝。 

(三)該組內若有二個以上成員積分相同時，各相關成員名次應以

相關成員間的勝率定之；依序計算點數、局數、分數之勝率，

勝率高者為勝，若計算到分數還無法分出勝負，則以抽籤定

之。(勝率=得分÷失分) 

十二、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三、比賽用球﹕40+ Nittaku 白色比賽用球。 
十四、報名﹕ 

(一) 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止。 
(二) 本賽事一律以網路報名，請詳閱網站公告依說明操作報名程

序。本賽事官網及報名網址:http://3s.nchu.edu.tw/15 
          報名操作諮詢：04-22840845ex888；0988-965942 陳老師， 
         其他賽務:請洽臺中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陳博裕。 

電話:04-26652895；行動：0932-564007； 
                  E-mail:cc71@ms23.hinet.net  

   委員會網址：http://www.facebook.com/groups/cttta/ 
         新網址: http://ctttc.org.tw/ (兩者皆可通) 
(三) 人數：團體賽每隊球員（含隊長）10 人為限。 
(四) 各級學生組團體賽（含個人賽），每隊教練最多限報 2 人。 

十五、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1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在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中興大學體育館會議室)舉行。 
        （未出席者由承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十六、獎勵﹕ 

(一)各組擇優錄取優勝隊伍，三隊取前二名，四~八隊取前三名，

九~十二隊取前四名、十三隊以上取前五名(五到八名並列)，
各組優勝前三名，各頒給獎盃一座，四~五名選手發給獎狀。 

(二)國中、小各組前三名之指導教師等人員之獎勵，得由有關服

務學校逕依臺中市政府訂頒「臺中市教育人員獎勵要點」之

規定予以敘獎。 
(三)各組報名隊數不足三隊時由本會取消比賽，各隊不得提出異

議。 
十七、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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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賽時各隊按賽程規定時間提前 20 分鐘到場（比賽時間如有

變動，以大會報告為準；如超過比賽時間 10 分鐘未出場之球

隊，由大會判定沒收該場比賽。 
(二)參賽球員應攜帶下列證件以備查驗，否則不得出賽（亦不得

要求補件）﹕ 
1.國小學童組﹕由學校造具名冊（註明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就讀年級），名冊上加蓋校印。 
2.中學學生組﹕學生證。 
3.教職員工組﹕職員證(貼有相片)或身分證及在職證明書。 
4.機關組﹕職員證(貼有相片)或身分證及在職證明。 
5.社會組：學生證或身分證或機關服務證明。 

(三)球員冒名（或被冒名）頂替者，取消該隊該項比賽資格，其

冒名者並予停賽一年，並行文該單位處理。 
(四)在籍學生參加學生組比賽，須由就讀學校報名。 
(五)教育行政人員組、教職員工組、機關組選手，每一球員限報

名一隊參賽，惟可另兼報名社會組，如有重複報名者，應於

賽前向大會報告隸屬球隊，否則由大會逕予認定之。 
(六)對於球員資格之抗議，應由領隊、教練、管理或隊長之一人，

於比賽前以書面向大會提出，並繳 3,000 元保證金,並以大會

之裁決為終決。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保

證金。 

(七)各隊報名，請依賽事網站公告操作，依說明詳實填寫資料。 
(八)賽程表將於 3 月 28 日以前，在臺中市體育處之網站及本桌委

會、本賽事網站公告。 
      (九)請勿穿著白色球衣及長褲參加比賽，須遵守比賽規定。 
      (十)比賽制度，視參賽隊伍之多寡，由本會決定。 
      (十一)各組別比賽日期： 
          3 月 31 日國小組,4 月 1,2 日國、高中組學生組，其他各組在

4 月 2 日為原則。 
十八、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宣告之。 

本規程陳奉臺中市政府府授教體處字第 1060045608 號函，核備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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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大會職員 

會      長：林佳龍  

名 譽會 長：林士昌 

名譽副會長：張清照    楊永昌 

副  會  長：林陵三    張光瑤    林依瑩 

大 會 顧 問：黃景茂    郭坤明    李賢義    彭富源    許春梅    劉火欽 

            李榮鴻    吳敏濟    楊典忠    顏莉敏    王立任    尤碧鈴 

            陳世凱    劉淑蘭    吳瓊華    陳清龍    謝志忠    翁美春 

            張瀞分    陳本添    蕭隆澤    張雅旻    羅永珍    賴朝國 

            吳顯森    張立傑    陳淑華    黃馨慧    楊正中    張耀中 

            張廖乃綸  何文海    劉士州    朱暖英    沈佑蓮    謝明源 

            曾朝榮    蔡雅玲    賴順仁    陳成添    賴佳微    范淞育 

            陳政顯    江肇國    張宏年    邱素貞    何敏誠    李  中 

            鄭功進    李麗華    賴義鍠    張玉嬿    何明杰    李天生 

            張芬郁    張滄沂    段緯宇    蘇柏興    林碧秀    蔡成圭 

            蘇慶雲    洪金福    朱元宏    郭明洲 

                  

 

籌備主任委員：陳博裕      副主任委員:呂春華 

籌備委員:賴垂楊 顏文龍 饒聖恩 張智全 陳永沼 許銘華 張意昌 孫明德 

         張安邦 黃保炎 翁仲言 何幸墩 陳謀俊 邱俊毅 余信毅 王詩雅 

         楊品翔 黃永錄 鐘瑞銅 李秋生 何昂潔 巫美惠 石瓊芳 李建興 

總 幹 事：劉桂婷  

副總幹事: 周明修 紀國鈞 

行政典禮組: 張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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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審判工作人員名單 

審判委員會 

召 集 人：陳博裕 

審判委員：胡鏡濤 黃永錄 張智全 劉阿東                      

裁 判 長：葉步淼  

副裁判長：黃南雄  

 裁判；方偉中 王由美 王茂男 王錦華 吳合其 吳淑卿 杜 群 沈月真 

周秀茹 林旭助 林武成 林铭旺 姜瑞哲 胡家麒 王成功 張仁發 陳春湶、

陳美芳 陳彩玉 陳榮彬 黄玉馨 黄財建 童 紡 楊憲昌 楊憲郎 趙孟軍 

劉宓貞 劉清治 謝家宏 謝朝昇 謝蒼峰 謝照栖  莊詩芸  莊詩雅  

莊筑雅 王彥飛 

競 賽 組： 張秋敏 林傳淵 

紀 錄 組：魏庭竹 柯議翔  

場地器材組:周玲朱  

  清 潔 組：翁蔡綢 蔡佩芝 

  醫 療 組：趙遠勳 沈容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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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參賽隊職員名單 

 

教職員工組    

1. 單位: 東海大學    

領隊: 周繼發 教練: 柯信毅 管理: 詹秀英 隊長: 周繼發 

隊員:    

周繼發 江苑宏 柯信毅 侯一峰 

劉景文 曾台彥 詹秀英 張琇婷 

2. 單位: 臺中市北區教師聯隊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紀國鈞 管理: 羅智仁 隊長: 張宏吉 

隊員:    

羅智仁 江政翰 湯國浚 郭智翔 

張宏吉 陳錫民 王鈞逸 莊哲偉 

黃宏仁 許慶泉   

3. 單位: 弘光科技大學    

領隊: 易光輝 教練: 許木榮 管理: 溫志中 隊長: 易光輝 

隊員:    

易光輝 潘世尊 林俊榮 王瑞 

吳有義 溫志中 鍾國良 張聰明 

    

高中（職）男生團體組    

1. 單位: 東山高中    

領隊: 郭鴻耀 教練: 汪丞鎧、余侑謙 管理: 余信毅 隊長:  

隊員:    

陳偉華 李紹毓 薛閔皓 施宜辰 

莊宗翰 施韋得 賴凡鎧 陳柏翔 

鄭文睿 戴煜倫   

2. 單位: 臺中一中藍隊    

領隊: 陳木柱 教練: 紀國鈞、羅智仁 管理: 紀佐澄 隊長: 鄭兆恒 

隊員:    

鄭兆恒 紀佐澄 黃泓璋 徐偉晉 

張哲源 林煜凱 劉仁傑 鄭欽鴻 

侯聖新 詹晁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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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 臺中一中白隊    

領隊: 陳木柱 教練: 紀國鈞、羅智仁 管理: 林楷庭 隊長: 陳庭裕 

隊員:    

陳庭裕 梁俊凱 蔡安哲 林定緯 

林永峻 白昇永 陳琮堯 黃泓愷 

吳冠熠 蕭仲廷   

4. 單位: 中科實中    

領隊: 陳國祥 教練: 周郁鎧 管理: 朱彥妮 隊長: 羅大欽 

隊員:    

羅大欽 王宥霖 黃京元 顏玉傑 

陶占皓 林希哲 張朕華 易瑋泓 

吳奇穎    

5. 單位: 青年高中    

領隊: 賴建成 教練: 楊品翔、孫鈺堯 管理: 許明舜 隊長:  

隊員:    

巫政儒 賴尚廷 涂泓名 黃浩揚 

徐嘉葆 李家瀚 陳傑豪 林冠甫 

王秉豐 李孟泉   

6. 單位: 忠明高中藍隊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長: 陳靖淵 

隊員:    

陳立維 黃上育 吳明夏 陳靖淵 

林柄旭 黃柏喻 黃裕賢 陳人榮 

7. 單位: 忠明高中白隊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長:  

隊員:    

黃裕賢 陳人榮 洪昀諺 林晉宇 

劉炫亨 魏伯揚 林泓達 余柏緯 

8. 單位: 臺中二中    

領隊: 陳亮亘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蔡旻宏 林冠霖 楊宗儒 劉士豪 

張宇泓 易竑勛 陳亮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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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女生團體組    

1. 單位: 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教練: 劉桂婷 管理: 楊雅勤 隊長: 陳芃伃 

隊員:    

陳芃伃 段喬煒 李汶璇 唐妮均 

林姿妤 何㚸洺 潘品妤 蕭彩妤 

簡語萱 施語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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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瑀涵 

隊員:    

林瑀涵 江至雅 江至薇 孫鐿榛 

林佳郁 張嘉瑜 陳俐瑾  

3. 單位: 臺中女中藍隊    

領隊: 呂培川 教練: 鄭雅方、游彥皓 管理: 卓玉蓮 隊長: 古佩錡 

隊員:    

古佩錡 黃羿涵 陳睿妤 陳淨蓮 

廖家平 謝沛寰 鄭郁  

4. 單位: 臺中女中白隊    

領隊: 呂培川 教練: 鄭雅方、游彥皓 管理: 卓玉蓮 隊長: 饒庭涵 

隊員:    

邱敬媛 郭真伶 李宜霈 饒庭涵 

陳宜佳 張瓊方 藍心妤  

    

國中男生團體組    

1. 單位: 清水國中    

領隊: 林福裕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李春壹、王雅韻 隊長: 周君豪 

隊員:    

周君豪 劉昀兆 蔡羽珉 蔡雨恩 

周冠瑋 周茂彬 欒立康 陳奕成 

陳柏穎 黃浩瑋   

2. 單位: 梧棲國中藍隊    

領隊: 周宗正 教練: 江海泉、江鎮羽 管理: 陳欽哲 隊長:  

隊員:    

卓育誠 楊名瑋 楊東諺 林語晨 

吳律旻 童鼎鈞 石秉格 顏毅 

陳泰均 林寬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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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 梧棲國中白隊    

領隊: 周宗正教練: 江海泉 管理: 楊銘福 隊長:  

隊員:    

莊寓程 洪家舜 黃立勛 莊易哲 

林詠倫 林展毅 方建程  

4. 單位: 外埔國中    

領隊: 李文題 教練: 張秋敏 管理: 林勇佑 隊長: 黃煜傑 

隊員:    

黃煜傑 陳俊曄 黃柏勝 洪榮鴻 

張建凡 陳定楚 賴明瑋 李柏臻 

林敏桓 蕭名志   

5. 單位: 鹿寮國中    

領隊: 杜進成 教練: 張志成 管理: 翁月苕 隊長: 許宇翔 

隊員:    

許宇翔 陳揚 蔡亞倫 楊秉諭 

蘇育頡 陳品文 顏佑宸 陳仕閔 

柯偉忠 卓哲安   

6. 單位: 東山高中藍隊    

領隊: 郭鴻耀 教練: 汪丞鎧、余侑謙 管理: 林健民 隊長:  

隊員:    

林柏翰 洪祥寶 莊彥宏 楊博翔 

郭展吟 賴致宏 陳璿仁 許育誠 

吳冠岳 施宏諺   

7. 單位: 東山高中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賴致宏 陳璿仁 吳冠岳 陳品任 

陳俊伊 洪華駿 陳護元 陳柏勳 

楊國鴻 程昆傑   

8. 單位: 北新國中    

領隊: 徐吉春 教練: 鄭弘均 管理: 朱仕盟 隊長: 張丞鈞 

隊員:    

張丞鈞 秦宣羽 李晨輝 葉雲豪 

詹柏毅 李冠宏 郭允梁 王琪維 

9. 單位: 大華國中    

領隊: 林勝結 教練: 朱德三 管理: 陳清森 隊長: 丁振宇 

隊員:    

丁振宇 黃柏衡 陳亮宏 許天宇 

卓彦丞 許恆維 李秉恆 曾永睿許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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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位: 順天國中    

領隊: 蔡仁政 教練: 蔡汶均 管理: 林淑滿 隊長: 蔡承穎 

隊員:    

蔡承穎 陳柏叡 柯宇謙 陳正陞 

張永翰 張淳堯 潘仕淵 蘇恩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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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竑儒 

隊員:    

巫竑毅 巫竑儒 王郡國 陳建菘 

邱品傑 陳仲楷 賴芫頡 廖桓翊 

蕭立楷    

12. 單位: 沙鹿國中藍隊    

領隊: 洪幼齡 教練: 陳佐芙 管理: 張金鶴 隊長: 葉中生 

隊員:    

葉中生 吳柏呈 劉銘才 吳育澍 

李星徵 王品儒 陳昇博 馮秉宸 

13. 單位: 沙鹿國中白隊    

領隊: 洪幼齡 教練: 陳佐芙 管理: 張金鶴 隊長: 張欽權 

隊員:    

張欽權 洪以安 楊翔鈞 蔣睿宸 

蔡宗達 盧鴻銘   

14. 單位: 爽文國中藍隊    

領隊: 李建智 教練: 楊景竣、邱運朋管理: 陳玉芳 隊長: 王秉華 

隊員:    

王秉華 林忠泰 施信宏 蔡士綸 

巫冠賢 邱昱文 劉庭睿  

15. 單位: 爽文國中白隊    

領隊: 李建智 教練: 楊品翔、邱運朋管理: 陳玉芳 隊長:  

隊員:    

楊尚勳 陳嘉佑 林宇恩 陳煜凱 

林哲正 逄子慶 仝太仁 許嘉芳 

16. 單位: 大雅國中    

領隊: 楊峙芃 教練: 羅宸 管理: 鐘文生 隊長: 廖志憲 

隊員:    

廖志憲 許博超 陳柏廷 賴宥橙 

江孟則 陳弈成 徐育傑 鄭弘佑 

賴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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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單位: 忠明高中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羅宸 管理: 鄭淵聰 隊長: 徐少軒 

隊員:    

徐少軒 陳弘典 張家榕 鍾曜名 

林謙翔 許永昕 吳叡哲 劉銘政 

林煥睿 余柏毅   

    

國中女生團體組    

1. 單位: 梧棲國中    

領隊: 周宗正 教練: 江海泉、江鎮羽 管理: 顏隨勝 隊長: 楊育欣 

隊員:    

楊育欣 王宣雅 林欣妤 饒喬云 

鄧珮岑 童婷云 卓家儀  

2. 單位: 外埔國中    

領隊: 李文題 教練: 張秋敏 管理: 紀伯欣 隊長: 邵麗萍 

隊員:    

邵麗萍 白沛琪 巫芃秀 李美悅 

莊家羽 吳僑恩 林芷葳 陳佩欣 

3. 單位: 鹿寮國中    

領隊: 杜進成、 教練: 張志成 管理: 翁月苕 隊長: 陳紫苓 

隊員:    

陳紫苓 陳泓伶 洪翌敏 王彥蓁 

施亞婷 陳鈺汝 林真 吳旻軒 

4. 單位: 大華國中    

領隊: 林勝結 教練: 朱德三 管理: 陳清森 隊長: 張瓊分 

隊員:    

張瓊分 林頻禧 梁怡然 鄧筠儒 

陳芷萱 楊珊樺 王安慈 陳亭嘉 

廖昱雯    

5. 單位: 明道中學    

領隊: 汪大久、楊創任 教練: 王麗珉、林漢民 管理:  隊長: 鄭乙芳 

隊員:    

林于禾 鄭乙芳 謝宛汝 戴華萱 

陳品蓁 陳旻慧 陳旻萱 陳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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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位: 爽文國中    

領隊: 李建智 教練: 楊景竣、幸承威管理: 陳玉芳 隊長: 吳雨柔 

隊員:    

吳雨柔 林佳葭 賴怡樺 賴筑伶 

巫心妤 張華株 蔡宜錚 洪宇歆 

    

國小高年級男童組    

1. 單位: 大雅國小    

領隊: 林雅盛 教練: 黃哲億、朱德三 管理: 田時杰 隊長:  

隊員:    

田秉中 施秉軒 陳楷哲 孫庭翊 

廖致佑 邱子濬 洪子庭 陳育愷 

吳東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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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子毅 

隊員:    

湯子毅 廖重焰 姚宥均 林凱能 

林立倫 楊儮綱 陳亮廷  

3. 單位: 大明國小白隊    

領隊: 林詩猛 教練: 張以靜 管理:  隊長: 林敬諺 

隊員:    

林敬諺 林敬諭 張詠璿 王彥翔 

陳秉宏 何典謁 楊紹緯 洪睿亨 

楊顯瑞    

4. 單位: 塗城國小    

領隊: 張永志 教練: 楊博文 管理: 張碩翰 隊長: 杜宇倫 

隊員:    

杜宇倫 王子謙 楊哲綸 戴銪廷 

廖宇誠 許谷邦 吳侑學 湯宗育 

5. 單位: 清水國小    

領隊: 黃美玲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陳惠青 隊長: 王冠程 

隊員:    

陳定澤 蔡濬翔 蔡雋侑 徐翊宸 

柯勇全 陳亭輔 周昀頡 王冠程 

柯勇志 李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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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位: 龍津國小    

領隊: 邱閱南 教練: 吳靜宜、郭德盛 管理: 蘇紫晴 隊長: 陳昰閎 

隊員:    

陳昰閎 陳虹廷 吳冠儒 郭垣佑 

于鼎宏 郭子寬 陳宏宇 李柏成 

陳紹紘 紀竣崴   

7. 單位: 龍峰國小    

領隊: 吳長益 教練: 羅宸 管理: 謝溥仁 隊長:  

隊員:    

謝瑋桀 許茗皓 許扉皓 紀宇謙 

歐柏誼 黃志軒 林宜寬 陳冠瑋 

8. 單位: 文心國小藍隊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姬中平、歐建成 管理: 蔡重珍 隊長: 朱子安 

隊員:    

朱子安 吳秋信 王瑞霆 戴源宏 

蕭宇辰 黃宇碩 李力欣 林睦鈞 

吳冠緯 姚如謙   

9. 單位: 文心國小白隊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蔡重珍、歐建成 管理: 郭全晏 隊長: 李力欣 

隊員:    

李力欣 林睦鈞 吳冠緯 姚如謙 

潘禹丞 賴昱光 沈俊翰 張祐維 

盧信丞    

10. 單位: 華龍國小    

領隊: 詹勝淵 教練: 池欣亮、鄭貞平 管理: 陳成利 隊長: 林哲維 

隊員:    

林哲維 葉鎮廣 李侑威 葉庭傑 

邱弘翊 周禾蒼 李承恩  

11. 單位: 春安國小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長: 周世杰 

隊員:    

周世杰 徐文浩 王益祥 袁柏祐 

林叡謄 曾敬廷 姚侑辰 陳銓睿 

郭家佑 楊振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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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升 

隊員:    

陳俊升 黃湘袁 陳融暄 謝丞傑 

林其楷 賴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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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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宸瑞 

隊員:    

張宸瑞 陳宏耕 林伊宸 林宇宸 

戴子翔 宋以律   

14. 單位: 賴厝國小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黃奕琵 管理: 賴碧珠 隊長: 胡韡薰 

隊員:    

胡韡薰 張晏碩 顏禾與 王基彥 

林辰浩 林祺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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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聖彥 

隊員:    

陳聖彥 李沛航 李仁瑋 曾宥誠 

吳翰軒 曾溢恩 陳信翔 李昊庭 

曾宥維 何承叡   

16. 單位: 梧南國小    

領隊: 林怡光 教練: 曾歆喬 管理: 楊育城 隊長: 王品翔 

隊員:    

王品翔 楊家凱 楊文德 楊翰宇 

林育揚 卓佑儒 林竑廷  

17.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 管理: 楊秋絹 隊長:  

隊員:    

洪至翰 紀鈞瀚 林昱安 蔡瑋哲 

陳俊豪 蔡福謙   

18. 單位: 上石國小    

領隊: 林峻堅 教練: 黃建昌 管理: 閔柏惠 隊長: 許皓銓 

隊員:    

許皓銓 蘇庭鋐 章書龢 林資恩 

羅宣廷 何駿黌   

    

國小高年級女童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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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珮琪 劉詠貞 王藝蓁 蔡德慧 

劉宇娸 白宇加 洪嘉翎 陳毓佳 

江語璇 胡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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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位: 大明國小    

領隊: 林詩猛 教練: 張以靜 管理:  隊長: 張孟媫 

隊員:    

張孟媫 邱雨婕 王媺淇 黃昱棻 

黃沛綾 林宣妤 吳芷妤 侯語辰 

3. 單位: 太平國小    

領隊: 吳嘉賢 教練: 康智程 管理: 廖崇舜 隊長: 鍾馥宇 

隊員:    

鍾馥宇 康之寧 魏敏安 劉子涵 

陳樂知 張恆馨   

4. 單位: 育英國小    

領隊: 王淑暖 教練: 林建良、李君偉 管理: 鄭永明 隊長: 白珮玲 

隊員:    

謝宛融 謝佩瑾 熊婕瑀 王辰芳 

羅佳育 楊佳臻 白珮玲  

5. 單位: 春安國小藍隊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長: 袁鈺淇 

隊員:    

袁鈺淇 陳昱菁 林恩婷 曾語均 

劉宜螢 陳苡涵 李欣霈 許書晨 

蔡妮芸    

6. 單位: 春安國小白隊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長: 周芯岑 

隊員:    

周芯岑 黃羿甯 楊家萱 莊美琪 

劉芷誼 王溱禧   

7. 單位: 僑仁國小    

領隊: 蘇鼎凱 教練: 蘇明峰 管理: 曾玉欣 隊長: 陳可帆 

隊員:    

陳可帆 康珉綺 洪宇涵 施采宜 

廖晏晨 許硯旻 吳依庭  

8.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管理: 楊秋絹 隊長:  

隊員:    

林俐安 柯采伶 江禹葳 李家儀 

林余柔 蔡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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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低年級男童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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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泰 張巽堯 邵偉值 劉冠宇 

游道昀 湯育豪 鍾紹軒 周瑞邦 

羅桑崧宇 廖柏丞   

2. 單位: 大雅國小白隊    

領隊: 林雅盛 教練: 方瑞毅、陳勇君 管理: 徐玉林 隊長:  

隊員:    

湯育豪 周瑞邦 羅桑崧宇 廖柏丞 

毛子翟 陳菘毅 李侑霖 張峻維 

陳義森 張晏銓   

3. 單位: 大明國小    

領隊: 林詩猛 教練: 包育英 管理: 魏嘉泰 隊長: 李子群 

隊員:    

李子群 吳庭愷 詹閎宇 陳宥君 

楊謹菄 魏絃安 張景松  

4. 單位: 塗城國小    

領隊: 張永志 教練: 楊博文 管理: 張碩翰 隊長: 林家洋 

隊員:    

林家洋 呂亦喬 鄭宇佑 林科元 

李展碩 鍾紘宇 林品熙 陳晏詳 

5. 單位: 文心國小藍隊    

領隊: 陳怡婷、蔡重珍 教練: 黃中興、王仕賢 管理:  隊長: 蘇堂驊 

隊員:    

蘇堂驊 曾睿恩 茒承霖 王泓鈞 

陳品硯 賴嘉晟 林宏澤 吳科諺 

盧咨瑜 陳羿廷   

6. 單位: 文心國小白隊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姬中平、吳東翰 管理: 蔡重珍 隊長: 林佑昕 

隊員:    

林宏澤 吳科諺 盧咨瑜 林佑昕 

陳羿廷 潘冠良 楊真 許皓翔 

吳元旭 柯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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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位: 華龍國小    

領隊: 詹勝淵 教練: 池欣亮、鄭貞平 管理: 陳成利 隊長: 楊益安 

隊員:    

林育辛 楊益安 邱宇簾 周建佑 

陳囿尹 陳囿鳴 黃科諺 邱荐澤 

8. 單位: 育英國小    

領隊: 王淑暖 教練: 林建良、鄭永明 管理: 李君偉 隊長: 林育億 

隊員:    

林育億 王昱閔 王冠博 王奕加 

辜品辰 鄭元凱 梁柏瑞  

9. 單位: 仁愛國小    

領隊: 周明修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葉聿庭 陳千舜 王紀仟 張斐鈞 

李昭瀚 何浩莛 陳宇星 吳承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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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致榮 

隊員:    

張致榮 黃子杰 陳育銓 張華鈞 

張祐嘉 林育奎 許詠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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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旭東 

隊員:    

陳旭東 謝松霖 陳澤嘉 古少鈞 

沈得綸 莊紘瑞 松宇晟 松宇皓 

12. 單位: 賴厝國小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黃奕琵 管理: 賴碧珠 隊長: 簡楷翰 

隊員:    

簡楷翰 王基淯 劉謙叡 凃彥呈 

林敬祐 李振逸 潘家煒 黃俊憲 

13. 單位: 東光國小    

領隊: 江詩樵、謝明機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吳紹懷 黃薪佑 王彥中 鄭翔勻 

凃冠宇 張皓鈞 梁瑋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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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管理: 楊秋絹 隊長:  

隊員:    

陳柏恩 林昱辰 李育霖 劉泳承 

曹宇翔 蔡承傑 張峻賓 蔡旻成 

曹宇勝    

15. 單位: 上石國小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許瑋倢 李宇勝 賴安禹 賴柏元 

張翔斌 王睿堉 張伯駿  

16. 單位: 上石國小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李尚恩 

隊員:    

李尚恩 沈孜澔 許維耘 李宇宸 

羅丞廷 林軍宇   

    

國小中、低年級女童組    

1. 單位: 大雅國小    

領隊: 林雅盛 教練: 黃哲億、李正文 管理: 梁正揚 隊長:  

隊員:    

劉宇娸 白宇加 洪嘉翎 陳毓佳 

江語璇 張郡庭 毛宣予 蔡育甄 

胡瑜庭    

2. 單位: 竹林國小    

領隊: 陳兆浤 教練: 鄭志朋 管理:  隊長: 顏羽辰 

隊員:    

顏羽辰 陳嬿方 梁家綾 文云 

王皓睿 莊椀舒   

3. 單位: 文心國小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姬中平、鄭竹軒 管理: 蔡重珍 隊長: 陳郁慈 

隊員:    

陳郁慈 唐橙妍 曾尹恩 劉心喜 

辛羽涵 陳宥岑 林子筠 林昀臻 

楊翊晴 何芊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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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位: 春安國小藍隊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長: 楊洧羚 

隊員:    

楊洧羚 劉芷嫻 莊毓晴 曾怡君 

李易儒 許舒恬 温心萍 李玉真 

陳冠蓁 鄭盈佳   

5. 單位: 春安國小白隊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長: 邱佩娟 

隊員:    

徐曉潔 邱佩娟 陳巧屏 林子善 

廖妘睿 葉宜靜 陳奕伶  

6. 單位: 僑仁國小    

領隊: 蘇鼎凱 教練: 蘇明峰 管理: 曾玉欣 隊長: 卓文媛 

隊員:    

卓文媛 沈于喬 林翊涵 施涵芸 

陳郁淇 謝沛岑 羅元廷  

7. 單位: 賴厝國小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黃奕琵 管理: 賴碧珠 隊長: 賴亭聿 

隊員:    

賴亭聿 陳季嫻 胡家瑀 何姵儀 

洪梓瑜 周慈雅 王苡安 邱可琍 

周芷安    

8. 單位: 沙鹿國小藍隊    

領隊: 王銘男 教練: 王重智、石瓊芳管理: 王士銘 隊長:  

隊員:    

王郁雯 梁雅涵 許芳瑜 陳苡瑄 

黃笠捷 王晨安 蔡昔恩 姚沂均 

9. 單位: 沙鹿國小白隊    

領隊: 王銘男 教練: 王重智、石瓊芳管理: 王士銘 隊長:  

隊員:    

張芸瑄 姚沂廷 梁詠淇 林蘭亭 

李愛鈴 胡軒函   

10.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管理: 楊秋絹 隊長:  

隊員:    

蔡可萱 柯閔薰 蔡旻真 陳冠穎 

劉芷妍 張宇彤 李芯語 紀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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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1. 單位: 正隆春風    

領隊: 林榮榛 教練: 余思霈 管理: 林義杰 隊長: 羅宸 

隊員:    

陳勇廷 張俊閔 李丞軒 展慶宗 

余坤政 余侑謙 謝昊廷 羅宸 

高嘉瑜 彭士洲   

2. 單位: 喬舜工程    

領隊: 李偉祺 教練: 廖志光 管理: 吳典哲 隊長:  

隊員:    

李偉祺 廖志光 吳典哲 張展聞 

劉祐誠 葉哲序 黃俊皓 陳昭志 

幸承威 林庭禾   

3. 單位: 梧棲國中    

領隊: 周宗正 教練: 江海泉 管理: 顏隨勝 隊長:  

隊員:    

卓育誠 楊名瑋 林語晨 賴享均 

楊雨翰 陳昱衡 劉子詳 陳俊豪 

4. 單位: 友倫    

領隊: 林坤助 教練: 饒桂皇 管理: 蔡瑞端 隊長: 葉建宏 

隊員:    

葉建宏 溫洧傑 陳照舜 張順紘 

葉致緯 傅恩迪 蔡淳祐  

5. 單位: taipower    

領隊: 池欣亮 教練: 陳謀俊 管理:  隊長: 楊子力 

隊員:    

詹勝淵 楊子力 王冠程 柯勇志 

柯勇全 林育辛 楊益安  

6. 單位: 僑光科大    

領隊: 楊敏華 教練:  管理: 謝武進 隊長: 江宗樺 

隊員:    

江宗樺 楊貿舜 吳冠璋 魏偉丞 

李聖瑋 黃冠豪 陳盈均  

7. 單位: 昇俞    

領隊: 林書達 教練: 范龍玉 管理: 曾添銘 隊長: 林書達 

隊員:    

林書達 范龍玉 賴志銘 宋岳霖 

黃杰添 李金樹 曾添銘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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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竑斌 

隊員:    

徐朝旺 柯竑斌 詹凱淯 林晟安 

饒喬芸 謝華洋 阮宜君 魏偉丞 

9. 單位: 臺中乒乓運動館白隊    

領隊: 孫明德 教練: 黃文昌 管理: 蔡民生 隊長: 李建華 

隊員:    

柯竑斌 黃文昌 李沂峰 孫明德 

唐奕桓 林子傑 劉凱弘 唐奕瑄 

李建華 陳勇廷   

10. 單位: 漢翔    

領隊: 邱正一 教練: 賴榮華 管理: 王國全 隊長: 黃瑞澺 

隊員:    

林文才 洪坤河 張哲豪 黃瑞澺 

王慶信 黃奇生 黃振雄  

11. 單位: 龍井老狼會    

領隊: 陳煥文 教練: 張錦正 管理: 黃創驛 隊長: 翁辛圯 

隊員:    

翁辛圯 陳嘉豐 黃崇賢 紀冠戩 

紀仁裕 顏宏任 陳昶仁  

12. 單位: 沛勝心藍隊    

領隊: 楊品翔 教練: 邱運朋、孫鈺堯管理: 劉安蓁 隊長:  

隊員:    

王秉華 林忠泰 施信宏 蔡士綸 

巫冠賢 巫政儒 賴尚廷  

13. 單位: 沛勝心白隊    

領隊: 楊品翔 教練: 邱運朋、陳松榆管理: 劉安蓁 隊長:  

隊員:    

劉庭睿 邱昱文 涂泓名 黃浩揚 

徐嘉葆 王子謙 李家翰  

14. 單位: 沛勝心紅隊    

領隊: 楊品翔 教練:劉安蓁、邱運朋管理:  隊長:  

隊員:    

陳煜凱 陳嘉佑 楊尚勳 林宇恩 

林冠甫 陳傑豪 王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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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單位: 中興大學桌球代表隊    

領隊:  教練: 許銘華 管理:  隊長: 林其毅 

隊員:    

林其毅 林子翔 馮昱任 陳泓銘 

郭少翔 蔡松軒 陳宏綺 李承翰 

黃皓暘    

16. 單位: 弘光    

領隊:  教練: 許木榮 管理:  隊長: 徐國鈞 

隊員:    

徐國鈞 曾子凌 張富雄 林耀南 

黃昇民 蔡展翔 陳鴻成 朱民翔 

17. 單位: 台體大    

領隊: 林華韋 教練: 郭智翔 管理: 吳昇光 隊長:  

隊員:    

王彥飛 賴俊穎 徐民翰 楊士弦 

呂珈泓 廖昱程 蔡宇倫 蔡杰盛 

林峻德    

18. 單位: 台中乒協藍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蘇竑學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黃正文 林柄旭 吳明夏 許永昕 

吳叡哲 洪偉嘉 劉治鈞 劉勁廷 

林子恩 謝瑋桀   

19. 單位: 台中乒協白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蘇竑學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陳靖淵 陳立維 黃上育 黃柏喻 

陳弘典 徐少軒 黃裕賢  

20. 單位: 台中乒協紅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蘇竑學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洪昀諺 陳人榮 江柏勳 劉炫亨 

魏伯揚 謝宗謀 林晉宇 張家榕 

21. 單位: 台中乒協黃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蘇竑學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張家榕 林泓達 林謙翔 劉銘政 

余柏緯 鍾曜名 林煥睿 余柏毅 

張智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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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單位: 台中乒協綠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蘇竑學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黃枝任 楊芳澤 鄭弘均 羅宸 

蘇竑學 謝政諭 方立謙 曾逢睿 

    

社會女子組    

1. 單位: 龍津國小    

領隊: 紀志松 教練: 陳煥文 管理: 陳泳昭 隊長: 紀金滿 

隊員:    

彭雅真 張琇婷 翁瑜晴 紀金滿 

邱惠卿 陳昶霓 陳佩慈 楊芝屏 

賴琇英 詹秀英   

2. 單位: taipower    

領隊: 詹勝淵 教練: 池欣亮 管理:  隊長: 許瓊月 

隊員:    

陳玉芬 許瓊月 詹子瑩 蕭嘉樺 

黃依婷 邱玫甄 嚴珮倫 詹子葳 

鮑起華    

3. 單位: 沛勝心    

領隊: 楊品翔 教練:幸承威、邱運朋管理: 劉安蓁 隊長:  

隊員:    

吳雨柔 林佳葭 賴怡樺 賴筑伶 

巫心妤 張華株 葉依珊  

4. 單位: 空大    

領隊: 聶志偉 教練:  管理:  隊長: 王麗珍 

隊員:    

王麗珍 沈娟 楊秀祝 林雅華 

高滿足 康孝慈 陳美芳 廖春菊 

5. 單位: 台體大    

領隊: 林華韋 教練: 郭智翔 管理: 吳昇光 隊長:  

隊員:    

莊筑雅 莊詩芸 莊詩婕 李詩美 

盧思旻 林宜寶 洪彗潔 翁一帆 

劉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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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位: 台中乒協藍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楊芳澤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蔡汶均 陳貞瑄 蔡宥珊 黃麗香 

吳薇玟 鍾馨慧 陳怡婷 吳庭蓁 

陳祈安    

7. 單位: 台中乒協白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楊芳澤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蘇毓婷 鍾佩庭 陳云謙 羅文秀 

王詩雅 黃少薔 蘇姵妤 鄭芳宜 

陳思嘉    

8. 單位: 台中乒協紅隊    

領隊: 賴順仁、 教練: 楊芳澤 管理: 林意祥 隊長:  

隊員:    

吳庭蓁 謝德馨 張凱菁 顏思安 

顏思妤 莊晨美 魏鈴臻 陳祈安 

    

機關組    

1. 單位: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    

領隊: 白智榮 教練: 吳孟雄 管理: 歐陽金燕 隊長: 鄭孟修 

隊員:    

鄭孟修 吳孟雄 梁智鈞 周明正 

林尚賢 王人洽 劉宥勳 游文麟 

2. 單位: 中華電信工會台中分會    

領隊: 林茂堂 教練:  管理:  隊長: 曾錫鴻 

隊員:    

曾錫鴻 王俊賢 張彥駿 曾享煥 

林晉玉 廖顯東 吳發源 王銀石 

何鎮烈 陳大鵬   

3. 單位: 台灣自來水四區管理處    

領隊: 蕭淑貞 教練: 林清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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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賢 謝宏謨   

  

26



 

4. 單位: 臺中市警察局訓練科藍隊    

領隊: 蔡金霸 教練: 陳清華 管理: 李世隆 隊長: 蔡榮林 

隊員:    

蔡榮林 蔡元戎 陳家銘 呂淑怡 

陳敬中 江定宏 簡明德 陳柏豪 

董清國 胡家彰   

5. 單位: 臺中市警察局訓練科白隊    

領隊: 蔡金霸 教練: 陳清華 管理: 李世隆 隊長: 林燦鴻 

隊員:    

林燦鴻 陳昱佑 洪銘偉 王博智 

楊秀明 簡裕通 周朕平 蕭景徽 

李世上    

6. 單位: 漢翔    

領隊: 余 強 教練: 薛澤愷 管理: 黃祥楠 隊長: 邱正一 

隊員:    

邱正一 林文才 賴紀安 洪坤河 

賴榮華 沈 娟 張哲豪 陳冠文 

7. 單位: 台灣電力公司    

領隊: 黃國能 教練:  管理:  隊長: 陳昭雄 

隊員:    

陳昭雄 李美珍 李光民 余昆昇 

紀鎬盛 楊青雲 黃國能 林國裕 

楊偉傑 鄭弼文   

    

長青組    

1. 單位: taipower    

領隊: 劉啟盛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巫繁昌 紀鎬雄 詹勝淵 林晉玉 

廖文育 吳樹廷 江敏賜 陳玉芬 

許民忠    

2. 單位: 昇俞    

領隊: 林書達 教練: 范龍玉 管理: 曾添銘 隊長: 林書達 

隊員:    

林書達 范龍玉 賴志銘 宋岳霖 

黃杰添 施立文 曾添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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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 葫蘆墩桌球社    

領隊: 張世杰 教練:  管理: 金樹正 隊長: 楊英泰 

隊員:    

楊英泰 林文印 陳炳鈞 鄭道明 

邱創堯 陳聖仁 林惠華 張銀州 

4. 單位: 漢翔    

領隊: 李國鼎 教練: 李南宏 管理: 韓樹駿 隊長: 黃瑞澺 

隊員:    

黃瑞澺 王國全 王慶信 唐麗麗 

林雅華 黃奇生 黃振雄  

5. 單位: 中興大學    

領隊: 陳明坤 教練: 許銘華 管理: 黃恆信 隊長: 白火城 

隊員:    

白火城 陳哲炎 陳永固 鄧資新 

許銘華 蔡佳霖 曾建薰 蔡必焜 

陳儷方 施仁森   

6. 單位: 長青組    

領隊: 楊憲昌 教練:  管理:  隊長: 楊登安 

隊員:    

楊登安 張旭利 黃深裕 趙堃元 

陳宏達 廖隆德 張寶月 李兆鑫 

7. 單位: 正港通運    

領隊: 王立任 教練: 周明修 管理: 陳正中 隊長: 陳昭雄 

隊員:    

周明修 曾文樹 陳正中 陳昭雄 

吳明道 高滿足 江富志 蔡繼誠 

史世強 李月嬌   

8. 單位: 梧棲桌委    

領隊: 江鍚昌 教練:  管理:  隊長: 顏世雄 

隊員:    

顏世雄 蔡條永 胡景灝 李金山 

邱明欲 陳南洲 湯皓詠 劉桂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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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參賽隊職員名單 

國小男生個人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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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秉中施秉軒 陳楷哲  

2. 單位: 中正國小    

領隊: 張昆鵬 教練:  管理: 熊國瑞  

隊員: 吳映澄 吳映築   

3. 單位: 大明國小    

領隊: 林詩猛 教練: 張元御 管理: 魏嘉泰  

隊員: 湯子毅 姚宥均 廖重焰  

4. 單位: 塗城國小    

領隊: 張永志、 教練: 楊博文 管理: 張碩翰  

隊員: 杜宇倫 王子謙 許谷邦  

5. 單位: 清水國小    

領隊: 黃美玲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陳惠青  

隊員: 王冠程 柯勇志 李家華  

6. 單位: 竹林國小    

領隊: 陳兆浤 教練: 鄭志朋 管理:   

隊員: 劉威志 陶德愷 陳弘哲  

7. 單位: 龍津國小    

領隊: 邱閱南 教練: 吳靜宜、蘇紫晴 管理: 郭德盛  

隊員: 吳冠儒 陳虹廷 陳昰閎  

8. 單位: 龍峰國小    

領隊: 吳長益 教練: 羅宸 管理: 謝溥仁  

隊員: 謝瑋桀 許茗皓 許扉皓  

9. 單位: 東興國小    

領隊: 蕭俊勇 教練:  管理:   

隊員: 張智森 林子恩 張超爲  

10. 單位: 文心國小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姬中平、歐建成 管理: 蔡重珍  

隊員: 朱子安 蕭宇辰 吳秋信  

11. 單位: 華龍國小    

領隊: 詹勝淵 教練: 池欣亮 管理: 鄭貞平  

隊員: 林哲維 林育辛 楊益安  

12. 單位: 太平國小    

領隊: 吳嘉賢、 教練: 康智程 管理: 廖崇舜  

隊員: 陳泰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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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單位: 惠文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蕭敬橙 黃彥綸   

14. 單位: 大新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蔡鎮亘 許書瑋   

15. 單位: 春安國小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員: 周世杰 王益祥 曾敬廷  

16. 單位: 三和國小    

領隊: 洪瓊媚 教練:  管理: 陳怡閔  

隊員: 施凱穎 廖俊豪   

17. 單位: 僑仁國小    

領隊: 蘇鼎凱 教練: 蘇明峰 管理: 曾玉欣  

隊員: 陳俊升 張宸瑞 陳融暄  

18. 單位: 賴厝國小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黃奕琵 管理: 賴碧珠  

隊員: 曾逢睿 張晏碩 顏禾與  

19. 單位: 永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陳柏勛    

20. 單位: 東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吳紹懷 梁瑋宸 鄭翔勻  

21. 單位: 沙鹿國小    

領隊: 王銘男 教練: 王重智、石瓊芳 管理: 王士銘  

隊員: 曾宥誠 曾溢恩 曾宥維  

22. 單位: 梧南國小    

領隊: 林怡光 教練: 曾歆喬 管理: 張佳鈺  

隊員: 楊家凱 王品翔   

23. 單位: 永隆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黃子恩    

24.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 管理: 楊秋絹  

隊員: 林昱安 林昱辰 蔡福謙  

25. 單位: 華盛頓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郭元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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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單位: 華盛頓雙語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賴東湖    

27. 單位: 順天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杜沅翰    

28. 單位: 上石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許皓銓 蘇庭鋐 章書龢  

29. 單位: 成功國小    

領隊: 曾聘妍 教練: 莊義明 管理: 王竹中  

隊員: 林柏安 朱昱銘   

國小女生個人組    

1. 單位: 大雅國小    

領隊: 林雅盛 教練: 李正文、黃哲億 管理: 田時杰  

隊員: 王藝蓁 劉詠貞 洪嘉翎  

2. 單位: 大明國小    

領隊: 林詩猛 教練: 包育英 管理: 鄭美文  

隊員: 張雅評 李芯妤 張孟媫  

3. 單位: 塗城國小    

領隊: 張永志 教練: 楊博文 管理: 張碩翰  

隊員: 葉依珊 楊芷菱 李培蓁  

4. 單位: 清水國小    

領隊: 黃美玲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陳惠青  

隊員: 蔡季雨    

5. 單位: 竹林國小    

領隊: 陳兆浤 教練: 鄭志朋 管理:   

隊員: 陳嬿方 李珞琳 梁家綾  

6. 單位: 文心國小    

領隊: 陳怡婷 教練: 姬中平、王仕賢 管理: 蔡重珍  

隊員: 陳郁慈 曾尹恩 林姮妤  

7. 單位: 太平國小    

領隊: 吳嘉賢、廖崇舜 教練: 康智程 管理:   

隊員: 鍾馥宇 康之寧 魏敏安  

8. 單位: 育英國小    

領隊: 王淑暖 教練: 林建良、李君偉 管理: 鄭永明  

隊員: 白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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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單位: 四張犁國小    

領隊: 彭文貴 教練:  管理:   

隊員: 鄒子閑    

10. 單位: 春安國小    

領隊: 黃志龍 教練: 陳文通、林昆慶 管理: 温鳳凌  

隊員: 袁鈺淇 陳昱菁 林恩婷  

11. 單位: 仁愛國小    

領隊: 周明修 教練:  管理:   

隊員: 李函倢     

12. 單位: 崇光國小    

領隊: 趙景惠 教練: 蔡民生 管理:   

隊員: 蔡乙萱    

13. 單位: 僑仁國小    

領隊: 蘇鼎凱 教練: 蘇明峰 管理: 曾玉欣  

隊員: 陳可帆 廖晏晨 許硯旻  

14. 單位: 賴厝國小    

領隊: 過修齊 教練: 黃奕琵 管理: 賴碧珠  

隊員: 賴亭聿 胡家瑀 何姵儀  

15. 單位: 東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闕悅鄭期勻李汶庭  

16. 單位: 沙鹿國小    

領隊: 王銘男 教練: 王重智、吳叡勳管理: 王士銘  

隊員: 吳庭沛 王郁雯 黃笠捷  

17. 單位: 梧南國小    

領隊: 林怡光 教練: 曾歆喬 管理: 蔡佳芳  

隊員: 林家儀 石佳蘭 莊詠媗  

18. 單位: 梧棲國小    

領隊: 吳金銅 教練: 莊玥雲、任勝男 管理:楊秋絹  

隊員: 李家儀 林俐安 林余柔  

國中男生個人組    

1. 單位: 五權國中    

領隊:  教練: 王儷璇 管理:   

隊員: 沈祐全 張晉維   

2. 單位: 清水國中    

領隊: 林福裕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李春壹、王雅韻  

隊員: 黃浩瑋 蔡羽珉 周冠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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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 梧棲國中    

領隊: 周宗正 教練: 江海泉 管理: 顏隨勝  

隊員: 卓育誠 吳律旻 顏毅  

4. 單位: 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教練: 劉桂婷 管理: 楊雅勤  

隊員: 林瑩昇    

5. 單位: 外埔國中    

領隊: 李文題 教練: 張秋敏 管理: 林勇佑  

隊員: 陳俊曄 陳定楚 黃柏勝  

6. 單位: 鹿寮國中    

領隊: 杜進成 教練: 張志成 管理: 翁月苕  

隊員: 許宇翔 陳揚 蘇育頡  

7. 單位: 東山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林柏翰 楊博翔 許育誠  

8. 單位: 北新國中    

領隊: 徐吉春 教練: 鄭弘均 管理: 朱仕盟  

隊員: 張丞鈞 李晨輝 詹柏毅  

9. 單位: 大華國中    

領隊: 林勝結 教練: 朱德三 管理: 陳清森  

隊員: 卓彥丞 曾永睿 許民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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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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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竑毅 巫竑儒 陳建菘  

12. 單位: 光德國中    

領隊: 賴朝榮 教練: 張建堂 管理: 張凱朝  

隊員: 張壬誌 陳俊佑   

13. 單位: 沙鹿國中    

領隊: 洪幼齡 教練: 陳佐芙 管理: 張金鶴  

隊員: 葉中生 吳育澍 劉銘才  

14. 單位: 爽文國中    

領隊: 李建智 教練: 楊景竣、邱運朋管理: 陳玉芳  

隊員: 林忠泰 蔡士綸 施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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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單位: 光明國中    

領隊:  教練: 孫明德 管理:   

隊員: 林晟安    

16. 單位: 大雅國中    

領隊: 楊峙芃 教練: 羅宸 管理: 鐘文生  

隊員: 廖志憲 許博超 陳柏廷  

17. 單位: 忠明高中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員: 徐少軒 陳弘典 張家榕  

18. 單位: 光復國中小    

領隊: 黃秀琴 教練: 施銘富 管理:   

隊員: 廖志翔 施俊睿 施俊楷  

國中女生個人組    

1. 單位: 五權國中    

領隊:  教練: 王儷璇 管理:   

隊員:    

王冠婷 劉卉卿 戴良地  

2. 單位: 清水國中    

領隊: 林福裕 教練: 李想、陳謀俊 管理: 李春壹、王雅韻  

隊員: 王依琳    

3. 單位: 梧棲國中    

領隊: 周宗正 教練:  管理:   

隊員: 楊育欣 林欣妤 王宣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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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欣  

5. 單位: 鹿寮國中    

領隊: 杜進成、 教練: 張志成 管理: 翁月苕  

隊員: 陳紫苓 洪翌敏 陳泓伶  

6. 單位: 北新國中    

領隊: 徐吉春 教練: 鄭弘均 管理: 朱仕盟  

隊員: 蕭嘉樺 黃依婷   

7. 單位: 大華國中    

領隊: 林勝結 教練: 朱德三 管理: 陳清森  

隊員: 張瓊分 鄧筠儒 楊珊樺  

8. 單位: 順天國中    

領隊: 蔡仁政 教練: 蔡汶均 管理: 林淑滿  

隊員: 顏思安 顏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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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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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宛汝 鄭乙芳 陳品蓁  

10. 單位: 爽文國中    

領隊: 李建智 教練: 楊景竣、幸承威管理: 陳玉芳  

隊員: 賴怡樺 張華株 宜藏舟  

11. 單位: 忠明高中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員: 陳云謙 張凱菁 謝德馨  

12. 單位: 光復國中小    

領隊: 黃秀琴 教練: 施銘富 管理:   

隊員: 吳謹妤 吳妮芳   

高中男生個人組    

1. 單位: 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教練: 劉桂婷 管理: 楊雅勤  

隊員: 紀翔恩 林正加 陳奕維  

2. 單位: 清水高中    

領隊: 賴昭呈 教練: 黃世賢 管理: 李水華  

隊員: 許皓雲 黃俞愷 何佳修  

3. 單位: 長億高中    

領隊: 顏佑丞 教練:  管理:   

隊員: 顏佑丞    

4. 單位: 東山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莊宗翰 施韋得 陳柏翔  

5. 單位: 臺中一中    

領隊: 陳木柱 教練: 紀國鈞、羅智仁 管理:   

隊員: 紀佐澄 蔡安哲 林永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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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凱弘 龔哲宏   

7. 單位: 豐原高商    

領隊: 江秋霞 教練:  管理:   

隊員: 王緯宸    

8. 單位: 中科實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林希哲 顏玉傑 張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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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單位: 青年高中    

領隊: 賴建成 教練: 楊品翔、邱運朋管理: 許明順  

隊員: 巫政儒 賴尚廷 徐嘉葆  

10. 單位: 光華高工    

領隊:  教練: 孫明德 管理:   

隊員: 徐朝旺    

11. 單位: 忠明高中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員: 陳立維 黃上育 吳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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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高中    

領隊: 賴昭呈 教練: 黃世賢 管理:   

隊員: 陳玉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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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瑀涵 江至雅 江至薇  

4. 單位: 臺中女中    

領隊: 呂培川 教練: 鄭雅方、游彥皓 管理: 卓玉蓮  

隊員: 古佩錡 黃羿涵 陳睿妤  

5. 單位: 中科實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李心妤 黃歆媛   

6. 單位: 忠明高中    

領隊: 張永宗 教練: 王詩雅 管理: 鄭淵聰  

隊員: 鍾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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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

09:00

組別\場次\時間 09:10 11:00 12:30 14:00 15:30 17:00

國小中.低年級

男童團體組

A1、A2、B1、

B2、C1、C2、

D1、D2

D3、D4

A3、A4、B3、

B4、C3、C4、

D5、D6

A5、A6、B5、

B6、C5、C6

決1、決2、

決3、決4

決5、決6、

決7、決8

國小中.低年級

女童團體組
A1、B1

A2、B2、C1、

C2
C3、C4 A3、B3、

C5、C6、決

1、決2

 決3、決4、

決5、決6

國小高男童團體組
A1、B1、C1、

D1、E1、F1

A2、B2、C2、

D2、E2、F2

A3、B3、C3、

D3、E3、F3

決1、決2、

決3、決4

決5、決6、

決7、決8

決9、決10、

決11、決12

國小高女童團體組
A1、A2、B1、

B2

A3、A4、B3、

B4、

A5、A6、B5、

B6、

決1、決2、

決3、決4

比賽日期
組別\場次\時間 08:00 09:30 11:00 12:30 14:00 15:30

高中

男生團體組

A1、A2、B1、

B2

A3、A4、B3、

B4

A5、A6、B5、

B6
決1、決2、  決3、決4

高中

女生團體組
A1、A2 A3、A4 A5、A6

國中

男生團體組

B1、C1、D1、

E1、F1

A1、B2、C2、

D2、E2、F2

B3、C3、D3、

E3、F3

決1、決2、

決3、決4

決5、決6、

決7、決8

決9、決10、

決11、決12

國中

女生團體組
A1、B1 A2、B2 A3、B3 決1、決2、  決3、決4

比賽日期
組別\場次\時間 08:00 09:30 11:00 12:30 13:30~14:00 14:30

教職員工組 A1 A2 A3

 機關團體組 A1、B1、B2 A2、B3、B4 A3、B5、B6 決1、決2、  決3、決4

長青組
A1、A2、B1、

B2

A3、A4、B3、

B4

A5、A6、B5、

B6

決1、決2、

決3、決4

社會男子團體組

A1、B1、C1、

D1、E1、F1、

G1、G2

A2、B2、C2、

D2、E2、F2、

G3、G4

A3、B3、C3、

D3、E3、F3、

G5、G6

決1、決2、

決3、決4、決

5、決6

決7、決8、

決9、決10

決11、決

12、  決

13、決14

社會女子團體組
A1、A2、B1、

B2

A3、A4、B3、

B4

A5、A6、B5、

B6

決1、決2、

決3、決4

備註

4月1日(星期六) 中學學生團體組

備註
1.賽程表內的數字即是場次，英文字母為分組。

2.賽程時間會視比賽狀況調整，請各隊派人於場內聽候廣播，以免權益受損，喪失比賽

資格。

1.賽程表內的數字即是場次，英文字母為分組。

2.賽程時間會視比賽狀況調整，請各隊派人於場內聽候廣播，以免權益受損，喪失比賽

資格。

4月2日(星期日) 學生組以外之其他團體組

備註

1.賽程表內的數字即是場次，英文字母為分組。

2.賽程時間會視比賽狀況調整，請各隊派人於場內聽候廣播，以免權益受損，喪失比賽

資格。

3月31日(星期五) 國小學生團體組

106年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各團體組競賽時間表

開  幕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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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

組別\場次\時間

國小男童個人組

國小女童個人組

比賽日期

組別\場次\開打時間

國小男童個人組

國小女童個人組

國中男生個人組

國中女生個人組

高中男生個人組

高中女生個人組

比賽日期

組別\場次\開打時間

國中男生個人組

17:00

2~32

12:30

2~16

15:30

2~32

2~32

4月2日(星期日)   中學學生個人賽

106年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個人組競賽時間表

4月1日(星期六)   中學學生個人賽

1.賽程表內的數字即是場次。

2.賽程時間會視比賽狀況調整，請各隊派人於場內聽候廣播，以免權益受損，喪失比賽資格。

3月31日(星期五)  國小學生個人賽

備註

小學男、女童個人單打，早上8點開打，當場宣布出賽場次，預定打到9點

3/31日未完成之小學組個人單打賽之場次，將順延至4/1早上08:00繼續開打！請

參賽選手留意現場廣播與配合！

08:00

3/31未完場次

3/31未完場次

備註

1.賽程表內的數字即是場次。

2.賽程時間會視比賽狀況調整，請各隊派人於場內聽候廣播，以免權益受損，喪失比賽資格。

學生組以外之其他團體組結束後，約15:30全面開打

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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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團體組賽程圖表 

 

教職員工組決賽 

 

 

 
高中女生團體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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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生團體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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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生團體組 

 
預賽 A、B、C、D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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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生團體組 

 
預賽 E、F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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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生團體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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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男童組 

 
預賽 A、B、C、D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44



國小高年級男童組 

 
預賽 E、F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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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女童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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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低年級男童組 

 
預賽 A、B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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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低年級男童組 

 
預賽 C、D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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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低年級女童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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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低年級女童組決賽 

 
預賽 A、B、C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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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預賽 A、B、C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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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預賽 D、E、F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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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預賽 G 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社會男子組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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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女子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54



機關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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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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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個人組賽程圖表 

 

各組僅呈現部分圖表，需瀏覽全賽程圖者，請參閱賽事官網 

 
http://3s.nchu.edu.tw/15 免登入，手機可用！ 

 
 

國小男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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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3s.nchu.edu.tw/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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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女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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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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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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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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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生個人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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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團體組成績表 

 

名次 

單位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長青組      

機關組      

教職員工      

高中（職）

男生 
     

高中（職）

女生 
     

國中男生      

國中女生      

國小高 

年級男童 
     

國小高 

年級女童 
     

國小中、低

年級男童 
     

國小中、低

年級女童 
     

社會男子      

社會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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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中市市長盃桌球錦標賽個人組成績表 

 

名次 

單位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國小男生 
 

 

    

國小女生 
 

 

    

國中男生 
 

 

    

國中女生 
 

 

    

高中男生 
 

 

    

高中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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