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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福壽社會福利基金會、臺中市體育總會桌

球委員會、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比賽日期：106年 05月 06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3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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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桌球賽比賽簡章 

一、目的：推動全民體育、培育國小學生對桌球之興趣、落實人才紮根，提昇運動風氣。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福壽社會福利基金會、臺中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臺中

市梧棲區體育會、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四、比賽日期：106年 05月 06日(星期六)。 

五、比賽地點：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350號)，備有停車場。 

六、比賽辦法： 

1.本次競賽採團體邀請賽，邀請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苗栗縣等國

民小學組隊報名參加。 

2.組別： 

 (1)國小男生組：高年級組(五~六年級)、中低年級組(一~四年級)。 

(2)國小女生組：高年級組(五~六年級)、中低年級組(一~四年級)。 

3.比賽賽制： 

(1)依各組參賽隊數，由大會決定賽制。 

(2)採七人五分制(單、雙、單、雙、單)(每局十一分制，五局三勝)，單打不可兼雙打。 

七、獎勵辦法： 

每組各取前四名依次頒發獎金(獎金發放給指導老師及學生)、獎盃、獎品以資鼓勵(若參賽

隊伍不足 12隊則取前三名)；各組第五至八名者頒發獎品鼓勵之(若參賽隊伍不足 12隊則

第四名頒發獎盃、獎品鼓勵)。前四名頒發獎金如下： 

    第一名：12,000 元 

    第二名：10,000 元 

    第三名： 8,000 元 

    第四名： 6,000 元 

八、比賽規則：  1、依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最新頒訂之比賽規則執行之，白色比賽專用球。 

 2、凡參加比賽之隊伍選手請著學校運動服或統一之隊服，並請出示附照片之

在學證明，未攜帶以棄權論。 

 3、凡有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出場比賽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及所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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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辦法： 

1.各隊以學校為單位，不得跨校組隊，每隊各組報名以一隊為限，每隊各組報名十人為限。 

3.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04月 21日(星期五)止。  

4.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送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務課顏玉美小姐，傳真：04-26352275、

連絡電話：04-26362111 轉 291。 

5.網路公告及E-mail報名：請至本公司網站: www.fwusow.com.tw 下載比賽簡章(含報名表)，

並 e-mail 至: ae@fwusow.com.tw 收。 

十、裁判及工作人員午餐由大會提供。參加隊伍(選手、教練、領隊)以代餐金補助，依報名表

每人 80元。第二天起依賽程人數補助)。 

十一、檢附邀請賽「報名表」乙份，請各隊依限報名。 

十二、主辦單位連絡人及電話：04-26362111 轉 293、0932-675380歐忠祐先生。 

十三、抽籤及領隊會議：未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對會中所議決事項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時間：106年 04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辦公大樓一樓職訓教室。 

十四、申訴： 

1.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以裁判判決為終決。 

2.球員資格之抗議必須在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十五、附件： 

1.106年 05月 06日上午 08:20 起辦理報到手續，09:00 舉行開幕典禮，09:30 準時開賽。 

2.依比賽時間，各隊提早 10 分鐘到場，如有更動以大會報告為準，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

權論。 

3.比賽當日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原因時，則比賽日期順延或停辦。 

十六、其他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改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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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桌球賽時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106 

年 

05 

月 

06 

日 

星 

期 

六 

08：20 ~ 08：50 選手及貴賓報到 

08：50 ~ 09：00 選手集合就位 

09：00 開幕典禮 

09：00 ~ 09：05  主席致詞 

09：05 ~ 09：08 貴賓介紹 

09：08 ~ 09：20  貴賓致詞 

09：20  禮成 

09：20 ~ 09：25  球桌佈置、選手裁判就位 

09：25 ~ 09：27  開球儀式 

09：27 ~ 09：30  合庫球員表演賽 

09：30  賽會開始 

12：00  午餐 

13：10  下午比賽開始 

全部賽程結束即進行閉幕式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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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桌球賽裁判名單 

 

審判委員：陳博裕、黃永錄、胡鏡濤、陳誠鴻、童富昌 

裁 判 長：葉步淼 

副裁判長：劉桂婷 

裁    判：姜瑞哲、劉宓真、楊憲郎、楊憲昌、陳彩玉、謝家宏 

林旭助、杜  群、沈月真、曾萬樹、林武成、劉泰裕 

林銘旺、吳合其、王錦華、趙夢軍、林政佑、簡敏雄 

林慶宗、吳淑卿、黃金鈺、紀翔恩、李汶璇、林姿妤  

莊曼平、許立臻、施語柔、施綾軒、楊心玥、唐妮均  

蕭彩妤、何女司洺 

競 賽 組：陳進發、林雅芬  

記 錄 組：黃國益、蘇玟珊 

資 訊 組：柯議翔 

場 地 組：周玲朱、陳昱升 

清 潔 組：蔡翁綢、蔡佩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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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桌球賽比賽隊伍名單 

男生高年級組 

1.單位：塗城國小 

領隊：張永志                       教練：楊博文                                 

管理：張碩翰                       隊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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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勳、林科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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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逢睿、鄧焙元、林祺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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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昱安、洪至翰、紀鈞瀚、蔡瑋哲、陳俊豪、蔡福謙、張峻賓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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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聖彥、李仁瑋、李沛航、吳翰軒、曾宥誠、曾溢恩、陳信翔、李昊庭、

曾宥維、何承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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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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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瑋、紀宇謙、黃志軒、許茗皓、許扉皓、歐柏誼、林宜寬 

6.單位：清水國小 

領隊：黃美玲                       教練：陳謀俊、李想  

管理：陳惠青                       隊長：王冠程 

隊員：王冠程、柯勇志、李家華、陳定澤、蔡濬翔、蔡雋侑、柯勇全、陳亭輔、

陳品丞、周昀頡   

7.單位：大雅訓練中心(大明國小) 

領隊：郭宥妘                       教練：呂建志、江韋皜 

管理：                             隊長：  

隊員：林敬諺、林敬諭、王彥翔、何典謁、陳秉宏、洪睿亨、施凱穎、廖俊豪、

張詠璿 

8.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姬中平、黃中興、歐建成、王仕賢

管理：                           隊長：朱子安 

隊員：朱子安、黃宇碩、吳秋信、李力欣、王瑞霆、潘禹丞、戴源宏、沈俊翰、

蕭宇辰、張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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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單位：富功國小 

領隊：陳明正                     教練：何秋宣、葉柏旻、林松興  

管理：                           隊長：張維希 

隊員：張維希、黃敬原、張哲諺、鐘昱喆、連昱傑、朱致恆、蘇俊穎、楊明翰、

王宥元、簡瑜志 

10.單位：大竹國小 

領隊：柯文吉                     教練：陳宗翰、高守和 

管理：                           隊長：陳彥廷 

隊員：陳彥廷、楊子俊、辜崇斌、林育安、李承恩、吳峻霆、林庭禾、林威程、

林敬皓、李承隆  

11.單位：炎峰國小 

領隊：鍾美月                     教練：張木騰、連富吉、古牧玄  

管理：廖芠袖                     隊長：龔群有 

隊員：龔群有、詹旭昇、梁丞恩、藍又誠、林欣暘、林彥勛、洪稟鈞  

12.單位：大埤國小 

領隊：林明淵                     教練：蕭炳宏 

管理：                           隊長：陳士宏 

隊員：陳士宏、劉智淵、雷坤瑋、劉明裕、連昱傑、甘宥洵、許茜宜、林義捷、

張茂榮、嚴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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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單位：南郭國小 

領隊：馮幼中                     教練：許崴迪、林千嵐 

管理：                           隊長：陳秉阜 

隊員：陳秉阜、呂旭程、吳睿翊、黃晨霆、林立倫、黃子倫、許展綸  

14.單位：龍津國小 

領隊：賴朝暉                     教練：展慶宗、翁辛圯  

管理：                           隊長：陳昰閎 

隊員：陳昰閎、吳冠儒、陳虹廷、于鼎宏、郭垣佑、陳宏宇、郭子寬、陳紹紘、

李柏成  

15.單位：蘭潭國小 

領隊：吳青香                     教練：鄭木全、龔聖傑 

管理：                           隊長：林峻緯 

隊員：林峻緯、陳柏穎、安侑綸、謝以安、陳亮曄、王鉑勛、林郁勛、陳彥廷、

吳采原、林易緯 

16.單位：康壽國小 

領隊：江坤鋕                     教練：傅裕翔、陳柏宏、吳承志 

管理：                           隊長：曾世緯 

隊員：曾世緯、張誠文、許珉豪、蕭辰宇、陳廣宇、林柏丞、王亦叡、王上恩、

馬彥群、柯宖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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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單位：管嶼國小 

領隊：吳文輝                     教練：彰祐碩 

管理：                           隊長：王建曄 

隊員：王建曄、粘瑞廷、張畯翔、林升禾、粘宏維、李昶椿、王蔚承、粘云瀚、

粘承翰、粘宸愷  

18.單位：文光國小 

領隊：林心苹                     教練：賴玉婷 

管理：                           隊長：陳柏霖 

隊員：陳柏霖、張宇帆、王啟浩、江承諭、劉宇勛、林易昇、蕭文凱、王永傑、

林韋岑、李侑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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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中低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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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偉值、陳永泰、張巽堯、劉冠宇、羅桑崧宇、游道昀、廖柏丞、張峻維、

湯育豪、周瑞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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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勳、林科元、林家洋、呂亦喬、鄭宇佑、林品熙、鍾鈜宇、陳晏詳、

李展碩、呂宇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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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彥呈、李振逸、林敬祐、潘家煒、黃俊憲、劉謙叡、

李冠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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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承傑、曹宇翔、曹宇勝、蔡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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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單位：大雅訓練中心(大明國小) 

領隊：郭宥妘                     教練：呂建志 

管理：江韋皜                     隊長： 

隊員：楊顯瑞、賴志維、林彥宇、劉宥辰、陳致皓、張皓鈞、張皓程、廖俊嘉、

周鐸祐    

6.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姬中平、黃中興、歐建成、王仕賢 

管理：                           隊長：蘇堂驊 

隊員：蘇堂驊、王泓鈞、曾睿恩、陳羿廷、茒承霖、吳科諺、賴嘉晟、林佑昕、

陳品硯、潘冠良 

7.單位：富功國小 

領隊：陳明正                     教練：何秋宣、葉柏旻、林松興 

管理：                           隊長：張紘萓 

隊員：張紘萓、陳志浩、文浩宇、巫宸聿、李羿鋒、李宜峰、江昱翰、文浩安、

黃冠博、傅昱豪 

8.單位：大竹國小 

領隊：柯文吉                     教練：林柏良、吳雅璉                     

管理：                           隊長：蔡永騰 

隊員：蔡永騰、吳宇捷、楊東橙、廖允樂、張朔豪、謝浚勝、楊  鑫、林昱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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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單位：炎峰國小 

領隊：鍾美月                     教練：張木騰、連富吉、古牧玄 

管理：                           隊長：鄒勝勳 

隊員：鄒勝勳、陳俊侑、陳浩洋、林思佑、許騰敏、張定康、張  皓、李辰軒、

陳立峰、賴奕圖 

10.單位：大埤國小 

領隊：林明淵                     教練：蕭炳宏 

管理：                           隊長：謝博丞 

隊員：謝博丞、徐瑞謙、許淵筑、王品鈞、張少綸、張仁碩、張凱勛、侯彥辰、

嚴睿梃、郭家宏 

11.單位：南郭國小 

領隊：馮幼中                     教練：許崴迪、林千嵐 

管理：                           隊長：張貽昜 

隊員：張貽昜、黃子誠、謝品澔、許詠聖、黃柏睿、張貽亘、李羿辰 

12.單位：鹿港國小 

領隊：楊贈議                     教練：林宣名、李明彥、葉哲豪 

管理：                           隊長：楊宗穎 

隊員：楊宗穎、王晨軒、李書佑、黃郁程、李育愷、梁宏丞、王晴安、鄭琮叡、

許家齊、施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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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單位：和美國小 

領隊：陳國禎                     教練：黃誼煒、蔡佩芳、柯呈錄 

管理：                           隊長：柯泓瑜 

隊員：柯泓瑜、柯秉呈、黃煜崴、王翊丞、陳柏丞、謝宜錤、顏睿宥、黃鈺奇、

謝旻炘、謝宜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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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高年級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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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儀、林俐安、林余柔、柯采伶、蔡子涵、江禹葳、蔡語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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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庭沛、朱倍儀、賴宥安、王郁雯、許芳瑜、陳苡瑄、黃笠捷  

3.單位：大雅訓練中心(大明國小)    

領隊：郭宥妘                     教練：江韋皜                      

管理：呂建志                     隊長： 

隊員：張孟婕、邱雨婕、王媺淇、黃昱棻、黃沛綾、張雅評、林宣妤、侯語辰、

吳芷妤  

4.單位：富功國小    

領隊：陳明正                     教練：何秋宣、葉柏旻、林松興 

管理：                           隊長：張倍飴 

隊員：張倍飴、李宜安、石廷羽、許嘉恩、林瑀彤、陳孍妍、林瑀綺、鄭卉珊、

鄭雅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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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單位：大竹國小    

領隊：柯文吉                     教練：張展聞、沈勇志                     

管理：                           隊長：陳羿捷 

隊員：陳羿捷、鄭婕伶、何宣余、黃靖庭、李承穎、蔡詠華、陳宥蓁、邱子琳 

6.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陳文通 

管理：温鳳凌                     隊長：林恩婷 

隊員：林恩婷、陳昱菁、曾語均、陳苡涵、楊家萱、袁鈺淇、劉宜螢、黃羿甯、

周芯岑、莊美琪   

7.單位：照南國小    

領隊：邱廷岳                     教練：鍾佾珊、趙文崙 

管理：                           隊長：柯宜君 

隊員：柯宜君、郭伃璇、林妤蓁、斐紫妮、劉耘希、施又歆、湯沁蓁、陳佳宜、

黃婷琪、張  嬣   

8.單位：南郭國小    

領隊：馮幼中                     教練：許崴迪、林千嵐 

管理：                           隊長：顏丞妤 

隊員：顏丞妤、林宸妤、黃惠均、廖宸苓、呂芝穎、洪芷芸、吳宛襄、黃靖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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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單位：和美國小    

領隊：陳國禎                     教練：柯俊良、胡文琪、黃立婷 

管理：                           隊長：陳雁婷 

隊員：陳雁婷、胡珮瑛、崔芷禕、柯沛岑、張哲芸、陳奕晴、卓家妤、葉芷妤、

林欣愛    

10.單位：康壽國小    

領隊：江坤鋕                     教練：傅裕翔、陳柏宏、吳承志 

管理：                           隊長：吳彥臻 

隊員：吳彥臻、黃品華、張巧筠、李羽芷、張庭毓、邱婕茹、林羽唯  

11.單位：管嶼國小    

領隊：吳文輝                     教練：彰祐碩 

管理：                           隊長：粘子丹 

隊員：粘子丹、黃姵晶、林暐茹、潘思瑜、尤茟媜、王薏晴、粘綵書、許子涵、

梁詠茹、梁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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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中低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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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翎 

隊員：洪嘉翎、陳毓佳、江語璇、張郡庭、毛宣予、劉宇娸、白宇加、胡瑜庭、

蔡育甄、陳履心   

2.單位：安慶國小    

領隊：李瑪莉                     教練：郭彥成、翁嘉隆 

管理：許崢嶸                     隊長：李昕頤 

隊員：李昕頤、梁容甄、吳依璇、簡溱儀、張立言、簡瑜萱、廖品堻、楊祚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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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慈雅、洪梓瑜、詹筱筑、王苡安、

邱可琍、周芷安   

4.單位：竹林國小    

領隊：陳兆浤                     教練：鄭志朋、許善淵 

管理：駱家惠                     隊長：顏羽辰 

隊員：顏羽辰、陳嬿方、梁佳綾、吳寀語、文  云、莊椀舒、文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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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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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閔薰、蔡可萱、蔡旻真、劉芷妍、陳冠穎、張宇彤、李芯語、紀曉嵐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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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安、姚沂婷、張芸瑄、蔡昔恩、林蘭亭、李愛玲、姚沂均、胡軒菡 

7.單位：文心國小    

領隊：陳怡婷                     教練：姬中平、黃中興、歐建成、王仕賢 

管理：蔡重珍                     隊長：陳郁慈 

隊員：陳郁慈、辛羽涵、曾尹恩、林宥妤、陳宥岑、唐橙妍、林子筠、何芊蓁、

劉心喜、何芊綉  

8.單位：春安國小    

領隊：黃志龍                     教練：陳文通 

管理：                           隊長：莊毓晴 

隊員：莊毓晴、劉芷嫻、李易儒、陳巧屏、邱佩娟、楊洧羚、曾怡君、許舒恬、

陳奕伶、林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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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單位：大埤國小    

領隊：林明淵                     教練：蕭炳宏 

管理：                           隊長：嚴紓璇 

隊員：嚴紓璇、顏珮存、顏俐涵、林欣惠、吳欣庭、郭宜囷、劉心五、沈云珊、

劉家融、劉芳蓁   

10.單位：頂番國小    

領隊：林春和                     教練：張安呈 

管理：                           隊長：萬亭萱 

隊員：萬亭萱、王映淇、柯昀姍、張家瑜、白昀巧、林玫妤、陳庠燕  

11.單位：管嶼國小    

領隊：吳文輝                     教練：彰祐碩 

管理：白秀寶                     隊長：洪子薰 

隊員：洪子薰、許曉恩、葉芯妤、陳于喬、蘇碧蓉、粘舒晏、王郁絜、鄭歆潔、

黃郁心、黃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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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桌球賽各組賽程圖 

男生高年級組（決賽／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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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中低年級組（決賽／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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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高年級組（決賽／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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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中低年級組（決賽／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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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桌球賽場地配置圖 
 

 
 

比賽地點：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35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