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9年全國沙灘手球錦標賽 

頒發獎狀受獎名單一覽表  

 

 

 

一、U15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中藍 

  領隊：郭玉承 總教練：黃瑋容   

  教練：徐師斌 管理：劉瓊婾  

 隊 員： 

  劉子睿   官祐   邱奕得   吳冠彣   吳韋論   陳暤宇  

  徐子佑   劉世宏   巫宥軍   彭乾詔   吳冠宏   許庭碩  

 

 

【第二名】 

 隊 名：新北市漳和國中 

  領隊：何文慶 總教練：陳怡伶   

  教練：王宜君 防護員：李協政  

 隊 員： 

  呂杰恩   盧定穎   蘇永興   王宥勝   許睿森   王進璽  

  陳奕銘   陳克俞   唐詠傑   李志遠   許竣博   蔡秉德  

 

 

【第三名】 

 隊 名：台北市麗山國中 

  領隊：張幸愉 總教練：于德桂   

  教練：許家豪 教練：邱奕帆  

 隊 員： 

  謝承霖   黃國儒   王威中   陳振宇   李彥霖   林子捷  

  林秀栩   潘治華   郭子源   蔡一嘉   詹竣森   蔡宇皓  

 

 

【第四名】 

 隊 名：成淵高中 



  領隊：朱逸華 總教練：黎俊裕   

  教練：許顯銘 防護員：石雅智  

 隊 員： 

  黃子龍   鄭宇錡   李柏誠   楊孟祥   林廷宇   吳其遠  

  楊智翔   蔡子恆   張斌   黃定軒   魏翊宸   陳柏宇  

 

 

【第五名】 

 隊 名：台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領隊：賴文宗 總教練：卓家弘   

  教練：王永泰 管理：李源坪  

 隊 員： 

  蘇柏翰   陳宥廷   張仲緯   白棋元   洪瑞佑   朱曜霆  

  楊鈞皓   陳耀任   黃焌騰   蕭力瑋   洪聖欽   何睿紘  

 

 

【第六名】 

 隊 名：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領隊：羅聰賢 總教練：葉子賓   

  管理：林秀惠 管理：蘇依峰  

 隊 員： 

  王泰詠   張辰宇   郭灃瑨   潘仕敦   陳柏鈞   曾柏勛  

  伊派希   李奐   楊巽閔   陳昶安   張富凱   王祥宇  

 

 

二、U15女子組  

三、U18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柯明樹 總教練：林建晟   

  教練：邱奕帆 防護員：翁歆語  

 隊 員： 

  陳建宇   王冠傑   林逸菘   許豊筠   郭彥麟   王俊凱  

  鍾執吾   吳柏祥   林玴閮   劉駿燁   高英智   林鈺翔  



 

 

【第二名】 

 隊 名：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領隊：陳當木 總教練：蘇政賢   

  教練：陳耿華 防護員：宋孟庭  

 隊 員： 

  黃政熙   柏宇遑   林冠中   鄭景泰   黃啟維   傅政哲  

  莊凱勝   蕭禹煌   許君宇   劉立文   劉叡   陳義  

 

 

【第三名】 

 隊 名：成淵高中 

  領隊：朱逸華 總教練：黎俊裕   

  教練：許顯銘 防護員：石雅智  

 隊 員： 

  魏孟竑   尹御   鮑炎城   殷鉦㨗   王泓仁   陳應元  

  楊維晟   許晏銘   黃俊瑋           

 

 

【第四名】 

 隊 名：新北市莊敬高職 

  領隊：林淑貴 總教練：王政憲   

  教練：陳怡伶 管理：徐台英  

 隊 員： 

  張作謙   林智文   曹仲康   蘇毓晟   陳奕州   梁育端  

  王祥峰   黃品諺   王以軒   黃品凱   李志遠   陳奕銘  

 

 

【第五名】 

 隊 名：台中市龍津高中 

  領隊：賴炘棠 總教練：劉國章   

  管理：康立羣 防護員：趙遠勳  

 隊 員： 

  謝光宏   陳羿璋   劉俊佑   賴峻笙   劉家愷   蔡鎔安  



  廖辰瑞   陳濬紘   林頡霖   李威廷   沈偉平   李順貴  

 

 

【第六名】 

 隊 名：桃園市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謝錦雲 總教練：陳思妤   

  教練：黃冠迪 防護員：蕭儀均  

 隊 員： 

  林文祥   林柏華   林銘益   邱禹鵬   洪禹橙   范佐庄  

  莊承順   李境緯   陳柏元   黃庭育   廖文彬   賴莧和  

 

 

四、U18女子組  

五、公開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吳忠政 總教練：張簡坤明   

  教練：李政翰 管理：江少永  

 隊 員： 

  祝嘉祐   黃晨綱   周廷岳   丁希賢   陳冠儒   謝奇軒  

  李政翰   劉子華   劉子凡   郭又凱   江少永   烏震  

 

 

【第二名】 

 隊 名：台中市手球委員會 

  領隊：廖敏樂 總教練：陳毓仁   

  教練：邱紀愷 防護員：曾宜琳  

 隊 員： 

  劉國章   陳禹良   許峰源   張育倫   徐銘鴻   連柏勛  

  蕭群諺   方柏黌   葉子賓   洪兆甫        

 

 

【第三名】 

 隊 名：桃園市 

  領隊：楊玄正 總教練：李沛琳   



  教練：吳俊業 管理：林恭賢  

 隊 員： 

  魏孟竑   陳彥銘   陳宜龍   邱承恩  
 羅繼

評  
 徐振航  

  蔡語哲   林文祥   陳彥維   烏震  
 劉景

彥  

 楊林少

彥  

 

 

【第四名】 

 隊 名：台北市 

  領隊：郭誌文 總教練：于德桂   

  管理：林建晟 防護員：朱采瀅  

 隊 員： 

  黎俊裕   邱奕帆   蔡少慈   許祐禎   許顯銘   吳修民  

  陳士弘   莊博翔   吳朋為   林學勤   楊俊祥   趙顯章  

 

 

六、公開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高雄高商 

  領隊：楊文堯 總教練：阮世賢   

  教練：賈凌慧 防護員：姚馨貽  

 隊 員： 

  許麗萍   黃婷   許鈺欣   林采億   葉亮均   許乃文  

  邱于婷   程子蘋   陳靖心   林卉婷   陳璽如   陳琪  

 

 

【第二名】 

 隊 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吳忠政 總教練：張榮顯   

  教練：張簡坤明 防護員：葉懿瑩  

 隊 員： 

 

 

【第三名】 



 隊 名：桃園市 

  領隊：邱正剛 總教練：黃冠迪   

  教練：朱冠宇 管理：林德富  

 隊 員： 

  陳玉琪   俞佩君   俞麗娟   石琬萍   邱晶儷   黃鉉涵  

  劉子瑄   徐子晴   余書綾   蔡羽寧   曾郁榛   陳思妤  

 

 

【第四名】 

 隊 名：台中市手委會 

  領隊：紀昭印 總教練：王志忠   

  教練：顏國松 防護員：沈義忠  

 隊 員： 

  丁蓉柔   林吟美   林虹汶   紀亭羽   劉巧茹   陳幸怡  

  許雅渲   柯歆玶   顏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