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全國手球菁英賽 

頒發獎狀受獎名單一覽表  

 

 

 

一、高中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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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 員： 

  李晟瑜   洪郡克   林傑玄   陳聖元   黃冠巽   高君  

  陳品璋   余振廷   蔡秉德   王睿傑   王富軒   黃名華  

  紀孝立   李宇翔   張友誠   陳克俞   楊尊霖   吳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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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景泰   劉叡   林冠中   劉立文   黃啟維   莊立揚  

  傅政哲   吳致遠   孫嘉佑   曾睿晨   陳義   許筌甯  

  陳靖傑   沈秉頡   宋政勳   楊閎舜   顏子傑   蘇揚  

 

 

【第三名】 

 隊 名：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領隊：林淑貴 總教練：蔡忠翰   

  管理：徐台英 管理：曾秀芝  

 隊 員： 

  王進璽   劉宇翔   林智文   王以軒   黃品諺   陳奕州  

  許竣博   黃俊淯   李志遠   陳奕銘   呂杰恩   

 

 



【第四名】 

 隊 名：大甲高中 

  領隊：蕭建華 總教練：江家慶   

  教練：鄭順隆 防護員：黃書郁  

 隊 員： 

  蔡岷樺   王仕勛   劉承恩   陳建文   洪兆慶   陳柏均  

  蘇均煥   蘇威丞   蕭柏同   王泰詠   張辰宇   林達⼈  

  蕭力瑋   楊巽閔   楊鈞皓   陳耀任   張富凱   李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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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易昀  

 隊 員： 

  林玴閮   高英智   鍾執吾   劉駿燁   謝承霖   林子捷  

  李彥霖   林秀栩   陳振宇   黃國儒   徐銘駿   郭子源  

  蔡宇皓   葉吉廣   游晴叡   林昕賢   潘治華   王威中  

 

 

【第六名】 

 隊 名：台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領隊：廖敏樂 總教練：邱紀愷   

  教練：陳毓仁 防護員：曾宜琳  

 隊 員： 

  李筑玄   連柏勛   楊承恩   林益祥   朱陞茗   朱達修  

  賴冠璋   陳枻圻   陳俊諺   吳秉宸   簡韶威   李子翊  

 

 

二、高中女子組  

三、U17男子選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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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志堅 教練：翁家瑋  

 隊 員： 

  鄭景泰   劉叡   林冠中   黃啟維   莊立揚   傅政哲  

  許筌甯   陳靖傑   沈秉頡   宋政勳   楊閎舜   顏子傑  

  莊穎杰   田耿豪   李靖思   黃景揚   盧韋宗   彭子桓  

 

 

【第二名】 

 隊 名：臺北市成淵高中 

  領隊：朱逸華 總教練：黎俊裕   

  防護員：吳友中 防護員：石雅智  

 隊 員： 

  黃俊瑋   蘇家佑   王冠傑   程宣豪   黃子龍   鄭宇錡  

  劉子睿   李柏誠   陳柏宇   陳暤宇   楊孟祥   林廷宇  

  吳其遠   陳威辰   楊智翔   陳振責   盧定穎   

 

 

【第三名】 

 隊 名：大甲高中 

  領隊：蕭建華 總教練：江家慶   

  教練：鄭順隆 管理：高志璟  

 隊 員： 

  蔡岷樺   王仕勛   蘇均煥   蘇威丞   蕭柏同   王泰詠  

  張辰宇   林達⼈   楊鈞皓   蕭力瑋   楊巽閔   陳耀任  

  蘇柏翰   張富凱   李奐   朱曜霆   洪瑞佑   陳宥廷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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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英智   謝承霖   林子捷   李彥霖   林秀栩   陳振宇  

  黃國儒   徐銘駿   郭子源   葉吉廣   蔡宇皓   游晴叡  



  林昕賢   潘治華   吳丞凱   王威中   吳沛峻   

 

 

【第五名】 

 隊 名：臺中市立龍津高中 

  領隊：賴炘棠 總教練：劉國章   

  管理：陳怡伶 防護員：趙遠勳  

 隊 員： 

  陳濬紘   彭彥翔   廖辰瑞   劉忠成   賴峻笙   張栩嘉  

  傅丞佑   黃允呈   葉佳勳   龍威志   羅翌愷   羅聖翔  

  陳裕澄   黃科諺   劉碩詮   陳柏言   張靖展   鄭詰樺  

 

 

【第六名】 

 隊 名：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陳家祥 總教練：黃冠迪   

  教練：陳彥銘 防護員：蕭儀均  

 隊 員： 

  邱奕霆   李境緯   黃庭育   林育丞   郭紘瑋   黃靖恩  

  吳韋論   張志翔   吳冠宏   官祐   邱奕得   潘翔安  

  吳冠彣   陳毅哲   許鏡展   彭乾詔   張宏綸   徐子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