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 

頒發獎狀受獎名單一覽表  

 

 

 

一、國中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漳和國中 

  領隊：何文慶 總教練：陳怡伶   

  教練：陳政雄 管理：謝慧馨 防護員：謝子涵 

 隊 員： 

  王進璽   呂杰恩   唐詠傑   許睿森   陳克俞   盧定穎  

  蘇永興   王宥勝   姜志桐   謝睿桓   高國    鄧乃霖  

  李宸毅   蔡宇棠   趙梓安   林聖崴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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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員： 

 隊 員： 

  林廷宇   張斌   陳威辰   黃定軒   楊智翔   蔡子恆  

  魏翊宸   余信裕   王子宸   張志成   黃弘昱   林鈺祥  

  陳冠銘   林柏叡   陳哲恩   林承霖    

 

 

【第三名】 

 隊 名：台中市大甲國民中學 

  領隊：賴文宗 總教練：卓家弘   

  教練：王永泰 管理：李源坪 防護員：黃書郁 

 隊 員： 

  蘇柏翰   陳宥廷   張仲緯   白棋元   何睿紘   朱耀霆  

  洪聖欽   陳耀任   黃焌騰   張睿安   楊鈞皓   蕭力瑋  

  陳冠鈞   鄧宗璿   洪瑞佑   洪伯懿    



 

 

【第四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中 

  領隊：郭玉承 總教練：黃瑋容   

  教練：徐師斌 管理：劉瓊媮 防護員：黃俊堯 

 隊 員： 

  李京霖   劉世宏   巫宥軍   彭乾詔   徐子祐   鄒承峻  

  黃文俊   鄧柏瑋   楊政哲   莊栩竹   徐嘉佑   戴振宇  

  詹善恩   郭奇典   張宏綸   黃宏洋    

 

 

【第五名】 

 隊 名：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領隊：張永芬 總教練：饒志堅   

  教練：王淑敏 管理：李建德 防護員：廖幸瑂 

 隊 員： 

  郭金壂   蔡淞宇   田耿豪   利睿杰   黃曜陞   莊穎杰  

  周均宥   朱立恩   陳冠霖   黃景揚   李靖思   王聖瑋  

  余承恩   謝亞佑   謝維倫   林士佑    

 

 

【第六名】 

 隊 名：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領隊：吳政鴻 總教練：伍榮章   

  教練：紀朝揚 管理：劉國良 防護員：陳美蘭 

 隊 員： 

  薛宇澤   陳亮辰   張致銨   陳博濂   劉柏瑞   鄭詰樺  

  林政佑   張靖展   劉祐呈   施琮評   郭安哲   劉恩仲  

  陳裕澄   王賢騏   劉佳原   劉傳宗    

 

 

【第七名】 

 隊 名：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領隊：沈復釧 總教練：顏國松   



  教練：黃晨綱 防護員：宋禹橙 防護員： 

 隊 員： 

  蘇凡愷   吳秉桀   林侑辰   賴敬諺   賴禹    張鈞程  

  魏銘玄   梁棋閎   賴保嘉   許汎宇   陳威志   林泊宇  

  劉冠志   林軒丞   林駿志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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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肇家 防護員：潘孟哲 

 隊 員： 

  李奐   伊派希   楊巽閔   張富凱   廖彥麒   洪兆廷  

  陳昶安   洪竣朋   烏盛昊   王宥翔   洪阡祐   王祥宇  

  張福昇       

 

 

二、國中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臺中市潭子國民中學 

  領隊：蔡玉玲 總教練：劉昌駿   

  教練：徐銘鴻 管理：吳峻豪 防護員： 

 隊 員： 

  李馨怡   邱伊綸   賴星妍   楊怡真   蕭壹云   林詠真  

  林忻柔   鄭鎔錡   戴于棠   胡家榛   劉姿辰   陳妍瑄  

  張芝語   林芷㚬   吳懿芷   陳育姿    

 

 

【第二名】 

 隊 名：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領隊：沈復釧 總教練：顏國松   

  教練：黃晨綱 防護員：宋禹橙 ： 

 隊 員： 

  郭如文   全恆伊   邱唯珈   王梓諠   王郁婷   林怡君  



  林芮綺   陳品妤   林芹妤     

 

 

【第三名】 

 隊 名：新北市漳和國中 

  領隊：何文慶 教練：陳怡伶   

  總教練：李協政 教練：林聖堯 防護員：林正芬 

 隊 員： 

  江儀欣   呂庭琪   林芳伃   徐仲姝   許方盈   郭馨芸  

  陳甄   楊鈺萱   董婕宜   蘇芷萱   黃子凌   游芊瑜  

  林湘庭   黃貞郡   應佳穎   陳亭安    

 

 

【第四名】 

 隊 名：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領隊：張永芬 總教練：饒志堅   

  教練：廖幸媚 管理：林昆賢 防護員：王淑敏 

 隊 員： 

  高苡珊   葉佩靈   蘇韻蓉   謝天惠   吳青璇   朱沛恩  

  王宥閑   謝亞霏   陳筠文     

 

 

【第五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中 

  領隊：莊馥禎 總教練：黃瑋容   

  教練：劉景彥 管理：江展維 防護員：羅繼評 

 隊 員： 

  林皊萱   游珮伶   廖佩君   劉 曦   古芷璇   余佳穎  

  許芸瑄   楊妤榛   曾韵貽   鍾宜芸   方家霖   游芮瑄  

  吳昀倢   李芝錡   蕭郁蓁   王寶棻    

 

 

【第六名】 

 隊 名：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領隊：吳政鴻 總教練：伍榮章   



  教練：紀朝揚 管理：劉國良 防護員：林金燕 

 隊 員： 

  古苡瑄   李亞弈   薛羽彤   陳咨涵   何佩廩   陳妤瑄  

  張維欣   陳滋晴   楊子萱     

 

 

【第七名】 

 隊 名：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領隊：洪國峰 總教練：游培慈   

  教練：譚崇聖 防護員：劉棟材 ： 

 隊 員： 

  周慧真   林家怡   周柏菁   唐艾薇   方歆淇   趙慶顏  

  陳姿妤   邱品瑄   蔡佳蓁   劉俐瑩   簡曼家   呂紹淇  

  黃芸粢   傅鈺鈞   李妍汝     

 

 

【第八名】 

 隊 名：新北市新莊國民中學 

  領隊：呂秋萍 總教練：潘建宏   

  教練：張永錩 管理：林美祝 防護員：蔡佩伶 

 隊 員： 

  陳靜玟   孔欣妤   林佳霈   林昕憓   張袀睿   李禹彤  

  周沛錡   李柔萱      

 

 

三、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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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洪瑋澧 防護員：宋孟庭 

 隊 員： 

  劉叡   劉立文   吳致遠   林冠中   莊立揚   陳義  

  傅政哲   黃啟維   鄭景泰   柏宇遑   莊凱勝   許君宇  

  黃政熙   蕭禹煌   許筌甯   沈秉頡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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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員： 

 隊 員： 

  魏孟竑   尹御   鮑炎城   陳應元   王泓仁   殷鉦   

  王冠傑   黃俊瑋   蘇家佑   程宣豪   劉子睿   楊孟祥  

  黃子龍   陳柏宇   鄭宇錡   楊維晟    

 

 

【第三名】 

 隊 名：新北市海山高中 

  領隊：古秀菊 總教練：朱裘恩   

  教練：王政憲 管理：陳逸樵 防護員：李政穎 

 隊 員： 

  簡浩宇   張忠越   林禹丞   徐唯鑫   李晟瑜   林傑玄  

  陳聖元   黃冠巽   洪郡克   高君   陳品璋   紀孝立  

  王睿傑   蔡秉德   余振廷   王富軒    

 

 

【第四名】 

 隊 名：桃園市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陳家祥 總教練：陳思妤   

  教練：黃冠迪 管理：許慧珍 防護員：蕭儀均 

 隊 員： 

  賴莧和   陳柏元   莊承順   林柏華   范佐庄   黃庭育  

  林銘益   黃靖恩   張志翔   官祐   邱奕得   潘翔安  

  吳冠    李境緯   吳冠宏   吳韋論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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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員：關易昀 

 隊 員： 

  陳建宇   王冠傑   林逸菘   許豊筠   郭彥麟   王俊凱  

  鍾執吾   林玴閮   劉駿燁   高英智   李彥霖   林子捷  

  王威中   黃國儒   林秀栩   徐銘駿    

 

 

【第六名】 

 隊 名：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領隊：江春仁 總教練：李文修   

  教練：許麗萍 防護員：許秋嬋 防護員： 

 隊 員： 

  孫家禾   陳明杰   楊知錡   李尚恩   李祐綸   洪宸信  

  許睿宸   陳冠州   郭獻文   陳提勳   李政鴻   陳俊廷  

  洪奕翔   蔡隕全   吳翊丞   張坤宏    

 

 

【第七名】 

 隊 名：台中市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蕭建華 總教練：江家慶   

  教練：鄭順隆 管理：高志璟 防護員：黃書郁 

 隊 員： 

  易東彥   陳柏豪   蘇建豪   陳科燁   張棏湰   黃星諺  

  王仕勛   劉承恩   陳建文   洪兆慶   陳柏均   蘇均煥  

  蕭柏同   蘇威丞   張辰宇   王泰詠    

 

 

【第八名】 

 隊 名：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領隊：洪碧霜 總教練：蔡振銨   

  教練：張雅瑋 防護員：饒宗杰 防護員：曾景暉 

 隊 員： 

  何恭宇   利亼羽   吳承恩   吳清榮   林世哲   張文宏  

  許哲豪   陳佳煒   傅健祥   黃世丞   劉承俊   楊長益  



  潘仕淵   蔡廉浚   蔡瑞辰   盧彥銘    

 

 

四、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海山高中 

  領隊：古秀菊 總教練：朱裘恩   

  教練：王政憲 管理：蔡福亮 防護員：高誼玲 

 隊 員： 

  李英綺   邱俐瑜   洪子雅   張雅婷   葉恩彤   簡語彤  

  沈玉筎   林禹彤   黃嘉祺   陳妍希   蘇鈺婷   林幸慈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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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倩蓉   陳于絜   劉芷禕   陳羽萱   莊悅寧   胡妤蓁  

  李昀錡   陳芊合   陳妍君   湯晴文   吳昕昀   黃郁捷  

  林雨璇   徐榆棋   余欣怡   呂佳蓉    

 

 

【第三名】 

 隊 名：台中市大里高級中學 

  領隊：廖敏樂 總教練：陳毓仁   

  教練：邱紀愷 管理：林怡萱 防護員：曾宜琳 

 隊 員： 

  陳怡均   唐羽彤   翁亭婷   黃靖穎   連苡伶   楊采軒  

  任佳慧   許晏晴   許靜安     

 

 

【第四名】 

 隊 名：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領隊：陳春梅 總教練：譚崇聖   



  教練：周靖婷 管理：張鉑洺 防護員：劉千瑈 

 隊 員： 

  黃聖若   江念璇   施伊庭   林宜霆  
 蕭雅

涓  

 蘇張婷

楦  

  林芷蕾       

 

 

五、 國小迷你男子組  

六、 國小迷你女子組  

七、 國小男子組  

八、國小女子組  

九、教師男甲組  

十、 教師女甲組  

十一、 教師男乙組  

十二、 教師女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