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第二階段國小組】 

頒發獎狀受獎名單一覽表  

 

 

 

一、國小迷你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劉能賢 總教練：楊富吉   

  教練：陳映如 管理：阮淑茹  

 隊 員： 

  魏子翔   李宥澄   許維廷   張祐誠   洪丞佑   游荏凱  

  陳柏亨   黃子恩   葉年   翁師謙   鄒明睿   謝秉佑  

 

 

【第二名】 

 隊 名：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小 

  領隊：吳嘉賢 總教練：王淯仟   

  教練：黃星偉 防護員：趙慧婷  

 隊 員： 

  李宇承   呂翊暟   姚茗凱   姚秉呈   陳祺鈞   陳宥呈  

  紀宥辰   王韋鈞   林煜翔   施正軒   李侑承   吳家豐  

  王楷竣   賴瑾緯      

 

 

【第三名】 

 隊 名：台中市龍井國民小學 

  領隊：黃文材 總教練：王志忠   

  教練：沈義忠 管理：歐秀紋  

 隊 員： 

  鄭睿恩   李以諾   湯凱翰   劉秉毅   黃唯碩   施冠宇  

  劉明錡   陳奕霖   陳學浩   王宥傑   歐梓頡   杜承書  

  張皓程   陳庭軒   郭定禾   鄭博謙    

 

 



【第四名】 

 隊 名：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領隊：周德銘 總教練：李政翰   

  教練：朱育嫻 防護員：游皓麟  

 隊 員： 

  胡志和   游定圜   鄭祥佑   王宸康   許皓威   陳璟嘉  

  游騰禾   應岳勳   陳昊廷   施品叡   吳宏浩   羅浚成  

  張志丞   黃謙宇      

 

 

【第五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民小學 

  領隊：林瑞錫 總教練：吳俊業   

  教練：江展維 管理：彭詩懿  

 隊 員： 

  陳柏緯   黃柏崴  
 魏以喆

  

 呂尚

恩  
 呂尚軒   謝宗頤  

  林宸瑀   范訓嘉   沈俊輝  
 吳俊

諺  
 王呈瑋   聞冠翔  

  沈宥宇       

 

 

【第六名】 

 隊 名：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 

  領隊：張信務 總教練：吳姵儀   

  教練：李佳盈 管理：劉志臻  

 隊 員： 

  于帆   吳昇翰   郭子恆   林翊睿   林秉融   石秦豪  

  林昀翰   徐愷駿   王鈞民   徐郁森   呂明諺   

 

 

【第七名】 

 隊 名：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林柏瀚   

  教練：陳睿騰 管理：劉衍伶  



 隊 員： 

  胡芮銓   吳瑞宸   林祐程   陳柏睿   楊旭昇   倪伯榕  

  邵子睿   楊學閎   陳柏維   羅向辰   楊運閎   

 

 

【第八名】 

 隊 名：台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 

  領隊：蕭俊勇 總教練：李張宏   

  教練：謝智凱 教練：謝宜芳  

 隊 員： 

  陳鴻翊   黃楷允   潘廷侑   柯文崢   顏毅   胡仁進  

  趙祥博   陳尚廷   林彥廷   陳定言   陳培禾   李韋澄  

                   

 

 

二、國小迷你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陳睿騰   

  教練：林柏瀚 管理：劉衍伶  

 隊 員： 

  蔣采葳   黃語嫻   周雨臻   許邰瑩   陳昱瑋   林唯涵  

  梁采盈   徐千瑩   江品瑩   卓芸汝   沈竺靜   王翊菲  

 

 

【第二名】 

 隊 名：新北市民安國小 

  領隊：梁榮富 總教練：何郁珍   

  教練：柳佑琮 管理：林建興  

 隊 員： 

  林岑霈   洪子純   吳珮均   李婕瑜   李靜   徐以軒  

  高敏瑄   張家儀   陳嘉穎   葉家蕙   趙襄錡   蔡沛錡  

  賴妤萱   蘇珆臻   翁語彤   王榆喬    

 

 



【第三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劉能賢 總教練：楊富吉   

  教練：陳秉豐 管理：阮淑茹  

 隊 員： 

  陳羿云   邱莎   許又恩   張祐瑄   彭靖晏   林沛穎  

  江秭鈴   范家睿   陳靖雅   魏筠穎   劉懷璐   王晨潔  

 

 

【第四名】 

 隊 名：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領隊：周德銘 總教練：李政翰   

  教練：朱育嫻 防護員：楊清俊  

 隊 員： 

  余姵瑩   林旻葳   林軒卉   鄭家芸   劉采甄   范容薰  

  陳右芸   吳沂潼   翁淳真   賴心恬   周若甯   呂硯綾  

 

 

【第五名】 

 隊 名：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 

  領隊：張信務 總教練：陳泓諭   

  教練：陳冠良 管理：陳鳳文  

 隊 員： 

  謝方庭   賴濙櫻   陳盈盈   林昱岑   張右姍   陳品蓉  

  黃郁婷   陳思妤   謝安絜     

 

 

三、國小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台中市龍井國民小學 

  領隊：黃文材 總教練：王志忠   

  教練：沈義忠 管理：鄭周拴  

 隊 員： 

  王宥鈞   鄭詰穎   陳品諺   王鈞韶   戴鈞祐   何旻倫  



  徐英富   何承哲   張豈旻   陳禾諭   陳禾博   

 

 

【第二名】 

 隊 名：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林維銘   

  教練：陳睿騰 管理：陳威晴  

 隊 員： 

  朱宥霖   林軒丞   陳威志   謝承量   王柏承   陳祈豪  

  許森閎   林楷祐   張宸瑋   馬立翰   張鈞程   宋亮穎  

 

 

【第三名】 

 隊 名：板橋國小 

  領隊：林義祥 總教練：王政憲   

  教練：許智堯 教練：蘇大智  

 隊 員： 

  何昱煌   吳柏陞   黃致豪   秦祥顗   陳昱偉   陳律明  

  林軒睿   歐相宏   吳崎銨   范益銘   唐浚森     

                   

 

 

【第四名】 

 隊 名：高雄市中芸國民小學 

  領隊：郭榮全 總教練：黃詩閔   

  教練：莊斐旻 防護員：李姵蓉  

 隊 員： 

  伍翊齊   蔡俊宇   邱楷勛   呂琮楷   楊博程   李明翰  

  林承炫   陳正勛   邱偉誠   李金龍   黃瑋哲   吳震福  

  何偉齊   何偉勝   黃宗保   張元謙    

 

 

【第五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劉能賢 總教練：林文雅   



  教練：張維珉 管理：林素珍  

 隊 員： 

  徐士軒   許盛鈞   唐培宥   簡翊安   魏子騫   鄧乃霖  

  高國峯   胡宇承   彭治偉   黃子凌   鍾苡安   楊瀞雯  

  王睿荷   呂羽庭   林芸君     

 

 

【第六名】 

 隊 名：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 

  領隊：張信務 總教練：陳泓諭   

  教練：陳冠良 管理：李臻忠  

 隊 員： 

  洪聖智   簡語德   莊博宇   詹子賢   陳良祐   李尚謙  

  吳宗豪   陳旭智   鄭善之   陳宥閔   王信皓   藍天鴻  

 

 

【第七名】 

 隊 名：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領隊：周德銘 總教練：李政翰   

  教練：郭哲帷 防護員：林恩琦  

 隊 員： 

  陳蔚然   賴柏翰   杜柏諺   謝睿桓   孫翌輔   蔡宏洋  

  曾信晢   謝佳叡   張博鈞   李宸毅   林偉岑   

 

 

【第八名】 

 隊 名：苗栗縣文華國民小學 

  領隊：林文星 總教練：陳禹良   

  教練：蔡漢川] 管理：粱佩雯  

 隊 員： 

  江祐誠   何林翰   徐孝謙   張日瀚   湯子嶢   楊承勳  

  劉冠廷   賴柏曄   羅浤予   謝宇航   黃浚程   

 

 

四、國小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台中市潭子國民小學 

  領隊：洪宗瑜 總教練：曹承岳   

  教練：劉昌駿 防護員：黃志勇  

 隊 員： 

  胡家榛   黃伊伶   林芷㚬   吳懿芷   陳冠妤   楊怡真  

  戴于棠   丁筱芸   劉莘渝   陳育姿   劉姿辰   游亞築  

 

 

【第二名】 

 隊 名：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領隊：周德銘 總教練：李政翰   

  教練：鍾騰輝 防護員：王志源  

 隊 員： 

  游芊瑜   林湘庭   陳亭安   林禹菲   李宥嫻   魏嘉妤  

  盧盈安   潘宣伶   黃貞郡   游子瑢   周采萱   

 

 

【第三名】 

 隊 名：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俞佩君   

  教練：陳睿騰 管理：陳威晴  

 隊 員： 

  林芊宇   沈奕伶   江冠嫻   賴亭羽   陳楉鈞   賴姿陵  

  劉羽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