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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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國小迷你男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呂郁原 總教練：林文雅   

  教練：張維  管理：林素珍 防護員：吳岱璇 

 隊 員： 

  許睿朋   吳亦宥   童維清   劉彥哲   羅時宏   陳奕廷  

  陳奕佑   周冠佑   魏子翔   沈心霖   林子恩   葉劉遠  

 

 

【第二名】 

 隊 名：新北市板橋國小 

  領隊：林義祥 總教練：許智坤   

  教練：蘇大智 教練：莊國藩 防護員：薛昱詮 

 隊 員： 

  李宥澤   蔡予上   莊永承   唐弘霖   王唯至   莊炳彥  

  尹邵元   楊皓翔   江麒軍   周可惟   許峻齊   蔡昊均  

  黃郁城   王棋崴   陳建豪   高英智    

 

 

【第三名】 

 隊 名：台中市大新國民小學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沈義忠   

  教練：俞佩君 管理：陳威晴 ： 

 隊 員： 

  黃宥崴   劉曜嘉   賴柏睿   陳軒宇   陳宥崴   沈清祥  

  蔡子駒   許博荏   廖翼翔   陳科銘   鄒秉樺   謝濬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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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耀軒 防護員：楊清俊 防護員：郭哲帷 

 隊 員： 

  王品鈞   盧冠中   林宏勳   賈皓勳   賴泓銘   林弘洧  

  蔡丞育   宋勁陞   林秉宏   彭冠穎   李恩宇   盧定盛  

  施皓瀜   郭承恩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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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成 ： 

 隊 員： 

  李書瑋   謝昊軒   陳秉浤   吳宇烈   沈信恩   蔡承育  

  姚茗凱   洪煥睿   陳柏睿   蘇秉稼   陳世博   廖茂庭  

  郭軒承   吳玟槿      

 

 

 

【第六名】 

 隊 名：桃園市元生國民小學 

  領隊：林正義 總教練：謝孟軒   

  教練：李源湶 管理：王明美 ： 

 隊 員： 

  楊宗祥   邱釩軒   邱慶鎰   張佑毅   陳冠霆   胡宥霆  

  施廣浤   王梓安   吳冠毅   楊繹玄   施亞帆   薛彥瑾  

  李昕祐   林赫   黃允謙   盧嘉辰    

 

 

 

 



【第七名】 

 隊 名：新北市成州國小 

  領隊：王淑玲 總教練：劉書瑋   

  管理：林冠伶 教練：洪本宸 防護員： 

 隊 員： 

  楊杰銘   江冠陞   李宗諺   陳彥勲   陳宏宇   包宸豪  

  陳宥霖   郭岱勳   陳政元   陳柏林   郭俊廷   高茂霖  

  楊秉傑   黃楷澤   高以祥   陳帥銘    

 

 

【第八名】 

 隊 名：台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 

  領隊：洪文鍊 總教練：馬瑛偉   

  教練：杜俊毅 管理：李震承 防護員： 

 隊 員： 

  邱兆崧   蔡定橙   王威翔   陳于賢   梁凱閔   吳俊廷  

  鍾承家   潘 程   楊博鈞   王品超   潘晟濬   白冠宸  

  蕭思懷   邱宥愷   陳名彥   何曜呈    

 

 

 

 

 

 

六、 國小迷你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呂郁原 總教練：林文雅   

  教練：張維  管理：林素珍 防護員：陳志偉 

 隊 員： 

  陳羿寧   蔡瑀緁   吳欣晏   黃稔婷   陳俞熹   紀羅雅  

  李育綺   曾子娟   邱莎   羅宥涵   卓庭榆   

 

 

 



【第二名】 

 隊 名：台中市大新國民小學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沈義忠   

  教練：俞佩君 防護員：陳威晴 ： 

 隊 員： 

  陳思貝   林玉崴   張語芯   周宜臻  
 謝陳詩

篇  

 林希

芃  

  王愷棋   郭婕恩   李孜涵   劉千瑜   王芝云  
 黃鈺

淳  

 

 

 

【第三名】 

 隊 名：新北市永福國民小學 

  領隊：謝正平 總教練：葉國輝   

  教練：黃禹維 防護員：沈均緯 ： 

 隊 員： 

  周憶涵   張玟秀   李家渝   林沛涵   楊馥寧   簡卉辰  

  許宸欣   高宇萱   高維伶   吳翊甄   林芯卉   葉秀軒  

  蔡羽璇   陳思璇      

 

 

 

【第四名】 

 隊 名：新北市成州國小 

  領隊：王淑玲 總教練：劉書瑋   

  管理：林冠伶 教練：黃家華 防護員： 

 隊 員： 

  劉曜瑄   高以軒   陳宥雯   陳恩惠   蔡曼羽   賴詩婷  

  郭芯彤   蔡欣樺   陳玟廷   陳玟彤   張乃云   郭芷妘  

  陳芃澐   黃郁庭   董翊真   陳芊貝    

 

 

 

 

 

 



【第五名】 

 隊 名：高雄市東光國小 

  領隊：柯惠玲 總教練：王淑敏   

  教練：郭仁宗 管理：松書帆 ： 

 隊 員： 

  陳婷瑄   王弈蘋   陳又萱   蔡瀞儀   吳昕倢   闕妤庭  

  劉臆琳   李忻恬   簡湘穎   林芷均   王品霏   謝亞妍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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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員：徐仁智 

 隊 員： 

  李華芸   張甄芸   林云淇   董羽芹   古希婷   曾蔯瑾  

  陳柔羽   徐華伶   聶瑜宣   歐家維   鄭楡薰   

 

 

【第七名】 

 隊 名：臺北市萬大國民小學 

  領隊：劉建男 總教練：譚崇聖   

  教練：林呈樺 管理：陳美琪 防護員： 

 隊 員： 

  蔡佳妍   李沛恩   郭庭妤   張育欣   翁佳妤   黃文昕  

  謝芷蕎   趙晨希   張巧筠   陳紫柔   林鈺軒   李沁軒  

  林煦婕       

 

 

【第八名】 

 隊 名：台中市潭子國民小學 

  領隊：洪宗瑜 總教練：曹承岳   

  教練：洪嘉蓮 管理：黃志勇 防護員：胡妙如 

 隊 員： 

  詹羽婷   鄭筑云   葉禹彤   林晏瑩   黃懷貞   戴于恬  



  王育琪   陳奕   呂芷儀   巫岩臻   陳翊绮   

 

 

 

七、 國小男子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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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員： 

 隊 員： 

  李宇承   呂翊暟   蔡冠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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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隊 名：台中市大新國民小學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林柏瀚   

  教練：陳睿騰 管理：劉衍伶 防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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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 

 隊 名：台中市龍井國小 

  領隊：黃文材 總教練：王志忠   

  教練：李張宏 管理：鄭周拴 ： 

 隊 員： 

  鄭睿恩   李以諾   林喜樂   湯凱翰   劉秉毅   黃唯碩  

  陳奕霖   施冠宇   劉明錡   劉豐賓    

 

 

【第四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民小學 



  領隊：陳曉俐 總教練：吳俊業   

  教練：黃鉉涵 管理：彭詩懿 防護員：江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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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耘睿   吳俊諺   王呈瑋  

  聞冠翔   沈宥宇      

 

 

【第五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呂郁原 總教練：楊富吉   

  教練：陳映如 管理：阮淑茹 防護員：林純瑜 

 隊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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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名】 

 隊 名：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領隊：胡慧宜 總教練：江明瑾   

  教練：鄧為仁 管理：吳崇西 防護員：罕夢卿 

 隊 員： 

  歐柏宏   廖常志  
 陳信

安  

 張歐哲

睿  
 李定軒   林睿丞  

  盧政宇   嚴紹瑋  
 謝亞

倫  
 林劭恒   林琮祐   蔡宇朕  

  萬毓   古亦宸  
 楊鈞

叡  
 王彥仁    

 

 

【第七名】 

 隊 名：新北市板橋國小 

  領隊：林義祥 總教練：王政憲   

  教練：許智堯 教練：蘇大智 防護員：劉嶽蘭 

 隊 員： 



  李奕勳   張東成   林睿成   林靖家   楊朝凱   趙言睿  

  陳宏恩   賴品澈   高晨智   曾品勋   林煃佑   毛彥翔  

  蘇琪翔   王䕒隆   林祐群   李宥霆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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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皓麟 防護員：朱育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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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國小女子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民安國民小學 

  領隊：王健旺 總教練：何郁珍   

  教練：柳佑琮 管理：林建興 防護員：王敬閔 

 隊 員： 

  賴妤萱   徐以軒   翁語彤   高敏瑄   張家儀   陳嘉穎  

  吳珮均   蔡沛錡   高詩函   王榆喬   葉家蕙   李靜  

  周渝澄   林岑霈   趙襄錡   劉品涵    

 

 

【第二名】 

 隊 名：台中市大新國民小學 

  領隊：吳政憲 總教練：陳睿騰   

  教練：沈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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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竺靜   王翊菲   卓芸汝  

 

 



【第三名】 

 隊 名：高雄市東光國小 

  領隊：柯惠玲 總教練：王淑敏   

  教練：郭仁宗 管理：松書帆 ： 

 隊 員： 

  鄭安㚬   黃琬筑   陳品妤   蔡文卉   尤喬樺   黃苡淇  

  蕭于媗   蔡美恩   許舒丹     

 

 

【第四名】 

 隊 名：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領隊：呂郁原 總教練：楊富吉   

  教練：陳秉豐 管理：阮淑茹 防護員：林純瑜 

 隊 員： 

  陳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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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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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旻珊 防護員：李淑惠 

 隊 員： 

  林旻葳   林軒卉   鄭家芸   劉采甄   范容薰   陳右芸  

  吳沂潼   周若甯   呂硯綾     

 

 

【第六名】 

 隊 名：新北市永福國民小學 

  領隊：謝正平 總教練：葉國輝   

  教練：黃禹維 防護員：沈均緯 防護員： 

 隊 員： 

  周佳穎   吳庭安   施宜君   陳嬿淇   陳潔薰   高瑋辰  

  黃心薇   莊云彤   李心渝   郭庭妤    



 

 

【第七名】 

 隊 名：桃園市新明國民小學 

  領隊：林德富 總教練：黃鉉涵   

  教練：邱明發 管理：陳睦璿 防護員：吳俊業 

 隊 員： 

  林倢鋆   范語婕   邱繼淨   呂宛蓉   戴沛璇   皮羽晴  

  黃彥芸       

 

 

【第八名】 

 隊 名：新北市成州國小 

  領隊：王淑玲 總教練：劉書瑋   

  管理：林冠伶 教練：沈廣財 防護員： 

 隊 員： 

  陳佳嫆   陳玥筑   陳冬玓   楊可欣   蔡葦祈   賴弘芸  

  蕭雨甄   劉芝妤   王玟鈞   蔡妮蓁   楊小微   王欣慧  

  陳姿錡   王詩宜   鄭瑜萱   戴慈慧    

 

 

九、教師男甲組  

【第一名】 

 隊 名：新北市 

  領隊：蔡弘良 總教練：徐世澤   

  教練：黃武成 管理：蔡尚智 防護員：鄭高興 

 隊 員： 

  許智坤   郭嘉慶   李政翰   潘建宏   李協政   王政憲  

  呂伍融   劉子華   劉子凡   張永錩   游昌憲   許智堯  

  郭宗鑫   葉國輝   林呈隆   陳慶霖   謝慶龍   張勇銓  

 

 

【第二名】 

 隊 名：高雄市 

  領隊：張坤宏 總教練：呂明信   



  教練：黃世賢 管理：洪自強 防護員：謝志鵬 

 隊 員： 

  崔治安   林建村   李青樺   饒志堅   賴冠印   劉創程  

  楊智文   蘇政賢   黃昶融   郭基鼎   洪志林   王銘賢  

  翁家瑋   郭學松   王暉雄   簡城銘   劉浩文   葉孟昌  

 

 

【第四名】 

 隊 名：臺北市教師男甲組聯隊 

  領隊：劉美慧 總教練：陳泰羽   

  教練：陳啟仲 防護員：吳傳浩 防護員： 

 隊 員： 

 
 胡石倡

海  

 吳宗

翰  
 吳智喬   林建晟   邱奕帆   紀朝文  

  徐謀康  
 張光

宗  
 陳啟仲   黃啟正   許家豪   楊建昕  

  許顯銘  
 劉棟

材  
 黎俊裕   譚崇聖    

 

 

十、 教師女甲組  

【第一名】 

 隊 名：桃園市 

  領隊：謝榮宗 總教練：黃冠迪   

  教練：謝孟軒 管理：謝文堯 防護員：江展維 

 隊 員： 

  吳筱雯   張文馨   黃美蘭   陳思妤   謝睿真   張麗君  

  蔡蕙蘭   陳玉婷   李梅   陳玉琪   石琬萍   周美珍  

  黃瑋容   黃鉉涵   邱亞函   廖鳳嬌    

 

 

【第二名】 

 隊 名：臺北市教師女子手球隊 

  領隊：陳玟錡 總教練：林明助   

  教練：莊晴惠 防護員：溫郁琦 防護員： 



 隊 員： 

  莊晴惠   吳春秋   黃雅琪   楊靜芳   陳青雲   吳玉真  

  陳麗雲   賴婉瑜   李玫蓉   陳秀蘭   潘映帆   王怡雯  

  連惠婷   高佩怡   溫雅玲     

 

 

【第三名】 

 隊 名：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領隊：甘邵文 總教練：高定護   

  教練：林郁倫 防護員：許逸雯 ： 

 隊 員： 

  翁筱雯   丁文貞   吳欣慈   吳海寧   楊嘉雯   雷淑敏  

  陳靜芳   林佳瑩   趙翊如   陳怡伶   許珮禎   徐詩萍  

  狄淑芬   江玉棻   尤瑞君   蔡佩姍    

 

 

十一、 教師男乙組  

【第一名】 

 隊 名：臺中市手球委員會 

  領隊：尤長亮 總教練：魏杏堯   

  教練：張勇生 管理：王丕助 防護員：丁國派 

 隊 員： 

  葉宏達   蔡文勝   鄭淵聰   陳坤厚   李維晏   王志忠  

  陳文欽   詹宗保   林秉毅   李震承   王為成   顏鵬洲  

  康偉亮   陳成利   張文達   紀朝揚   周昆佑   謝再星  

 

 

【第二名】 

 隊 名：臺北市教育局 

  領隊：陳培章 管理：劉建男   

  總教練：范國興 教練：黃正宗 防護員：黃宗彥 

 隊 員： 

  洪瑞峰   陳蔚昇   何志宏   施博隆   曾金和   劉正利  

  莊俊喬   陳秉洋   陳賢昌   曾和文   郭奇峰   陳清水  



  林呈樺   李建泯   黃奕嘉   吳重貴    

 

 

【第三名】 

 隊 名：桃園市 

  領隊：林恭賢 總教練：邱正剛   

  教練：徐師斌 管理：黃宥嘉 防護員：鄧安延 

 隊 員： 

  鄭家興   林盛基   翁宏裕   李清龍   郭育成   宋水盛  

  杜昌壽   郭滌佑   許冠偉   劉敏成   陳家豐   朱冠宇  

  陳睦璿   葉佳旺   張岳桐   黃承章    

 

 

十二、 教師女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