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全國中等學校撞球聯賽各隊名單
臺北市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領隊：方淑芬 教練：陳冠列
高男個人(8 號球)：邱名寬、黃柏舜、葉佑昇、古哲宇
高男個人(9 號球)：柯秉中、許睿安、吳佳融、余冠毅、廖昱翔、江韋翰
高女個人(9 號球)：張家和、蔡佩君、王亞宴
高男團體 A(9 號球)：柯秉中、許睿安、馬承毅、余冠毅
高男團體 B(9 號球)：吳佳融 、張庭豪、黃皓天、汪冠良
高男團體 D(9 號球)：李祐碩、廖昱翔、江韋翰、楊恭豪
高女團體(9 號球)：張家和、陳妍心、蔡佩君、王亞宴
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林淑珍 教練：李宜先
高男個人(9 號球)：劉豪偉、林孟澤、黃煒閎、黃鵬仁、林逸洋、許峻瑋
高女個人(9 號球)：吳芷婷、吳孟潔、林雨萱、郭佩菱
高男團體 A(9 號球)：張晉豪、黃鵬仁、張展瑋
高男團體 B(9 號球)：許峻瑋、林孟澤、黃煒閎、林逸洋
高女團體 A(9 號球)：吳芷婷、吳孟潔、郭佩菱、林雨萱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男個人(8 號球)：葉力文
臺北市私立喬治工商職業學校
領隊：張瑋哲
高男團體(9 號球)：惠家祺、林家慶、韓建甫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領隊：陳春梅 教練：柳信美
國男個人(9 號球)：庄念享、陳鵬宇、王星翰、林柏毅、陳文鈞、陳本源、
宋子翊
國女個人(9 號球)：何芃諭、陳怡軒、廖敏妍、張文宣、葉芮伶、林媺玟、
江水淨
國男團體 A(9 號球)：庄念享、陳鵬宇、王星翰
國男團體 B(9 號球)：林柏毅、陳文鈞、陳本源
國女團體 A(9 號球)：何芃諭、陳怡軒、廖敏妍
國女團體 B(9 號球)：張文宣、葉芮伶、林媺玟

新北市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8 號球)：胡廷佑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領隊：黎俊雄 教練：謝明恒
高男個人(8 號球)：范瀚元、李威達、蘇彥文
高男個人(9 號球)：張竣渟
高女個人(9 號球)：朱沛絨、朱姵蓁、陳思羽、邵郁茹、陳祖怡
高男團體 A(9 號球)：沈彥宏、陳威翰、游志唐、張竣渟
高男團體 B(9 號球)：黃少謙、陳奕安、陳冠誠、劉典淯
高女團體(9 號球)：朱沛絨、朱姵蓁、陳思羽、邵郁茹
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領隊：戴曉影 教練：郭福壽、葉雅雯
高女個人(9 號球)：吳曼婷、孫意絜
高女團體(9 號球)：陳 萱、吳曼婷、孫意絜
國男團體(9 號球)：王昱瀚、胡立鼎、黃祥瑀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領隊：康勇生
高女個人(9 號球)：林昱均、劉欣怡
高女團體(9 號球)：林昱均、劉欣怡、崔依涵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領隊：謝金城 教練：劉麗臣
國男個人(9 號球)：徐楚檳、呂冠緯、吳奕淳
國女個人(9 號球)：陳芊如、左庭瑀
國男團體(9 號球)：李威德、徐楚檳、呂冠緯、王彥淳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領隊：張國振 教練：余金城、楊基典
國男個人(9 號球)：鄭丞堯
國女個人(9 號球)：黃靖純
國女團體(9 號球)：徐稚甯、黃靖純、張曼娸、傅緣萱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領隊：黃居正 教練：沈台安、吳海山
國男個人(9 號球)：黃冠霖、何恭華
國男團體(9 號球)：黃冠霖、何恭華、林傳智、簡崇翔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領隊：許淑貞
國男個人(9 號球)：王凱玄、林佳佑
國男團體(9 號球)：王凱玄、林佳佑、汪子諺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領隊：鍾兆晉 教練：汪坪志
國女個人(9 號球)：羅文亞
國男團體(9 號球)：王承安、汪士修、林志學、蔡孟達
國女團體(9 號球)：林富瑩、羅文亞、林子佳、連婕妤

臺中市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領隊：陳木柱、白崇伸 教練：羅智仁、姚鴻 、劉俊忠
高男個人(8 號球)：林宏明
高男個人(9 號球)：陳冠豪、李易承
高男團體(9 號球)：陳冠豪、李易承、黃懷安
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9 號球)：甯宗翰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領隊：翁文修 教練：何榮杰
高男個人(9 號球)：于天豪、陳泓壬
高男團體(9 號球)：陳彥志、謝佳頤、邱俊維、廖育徵

高雄市
總領隊：李武忠
男子組總教練：陳文泰 女子組總教練：劉安球

管理：邱子銘、王銘揚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領隊：楊文堯 教練：林勇志 管理：晏韻元
高男個人(8 號球)：杜政勳
高男個人(9 號球)：黃識錡、林楷能、黃嘉瑋、黃友翰
高女個人(9 號球)：古正晴、王詩涵、陳葦菁
高男團體(9 號球)：黃友翰、黃嘉瑋、林楷能、黃識錡
高女團體(9 號球)：王詩涵、古正晴、陳葦菁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領隊：趙豐成 教練：吳昇翰、鄭文輝
高男個人(9 號球)：謝侑剛

管理：李孟勳

高女個人(9 號球)：陳雅欣、張佳蕙、王珮瑜、林姿均、楊宜芝
高男團體(9 號球)：謝侑剛、孫經晉、張文祥、朱奕勳
高女團體(9 號球)：林姿均、張佳蕙、陳雅欣、陳玉真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領隊：謝文斌

教練：林少夫
高男個人(8 號球)：謝宜軒

管理：姬榮軍

高男個人(9 號球)：陳韋呈、張凱甯
高女個人(9 號球)：張庭瑜
高男團體 B(9 號球)：陳麒皓、陳韋呈、黃俊瑋
高男團體 D(9 號球)：葉俊沂、張凱甯、王良邦
高雄市私立義大級中學
領隊：黃郁宜 教練：賴俊旭
高男個人(8 號球)：朱奇峰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領隊：黃秀霞 教練：簡岑如
高女團體(9 號球)： 蘇玟綺、謝佳琪、宋馨瑜、蔡珮歆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楊狄龍 教練兼管理：陳阿美
高男個人(9 號球)：洪偉智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林秋源 教練：林立青 管理：吳綜晏
高男個人(9 號球)：吳坤霖、邱紹豪、高祥軒、凃正穎
高男團體(9 號球)：吳坤霖、邱紹豪、高祥軒、凃正穎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陳茂霖 教練：吳建智 管理：陳薏如
高女個人(9 號球)：邱綉蕙、林怡瑄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領隊：薛容秀 教練：黃義輝、陳信廷、蕭志銘
國男個人(9 號球)：廖韋凱、李群鵬、謝昆澤、潘以倫、吳俊毅、郭承諭
國女個人(9 號球)：吳姿萱、李妍華、林佳謙、黃洳羚
國男團體 A(9 號球)：謝昆澤、廖韋凱、李淵琛
國男團體 C(9 號球)：陳泓宇、蔡宇翔、林瑋翊
國男團體 D(9 號球)：李季增、李群鵬、王建元、潘以倫
國女團體 A(9 號球)：李妍華、林佳謙、吳姿萱
國女團體 B(9 號球)：吳佩芯、黃洳羚、吳渝婷、李芊蓁
國女團體 D(9 號球)：李欣蓉、鍾采軒、王鈺雅

國女團體 E(9 號球)：曾群雅、丁 婧、吳紫寧、張姵瑄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領隊：莊錦源 教練：阮傳益、魏國豐
國男個人(9 號球)：蘇駿康
國女個人(9 號球)：郭芸廷、蔡佳玓
國男團體(9 號球)：陳信安、陳竑仰、蘇駿康
國女團體(9 號球)：郭芸廷、林昀瑩、蔡佳玓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領隊：林建志 教練：楊黛華、林秋雲、蘇德建

管理：陶秀珠

國男個人(9 號球)：金莒譯
國女個人(9 號球)：潘蔚瑄、林姵妏、莊琍之
國男團體(9 號球)：金莒譯、鄭舜齊、洪書唯
國女團體(9 號球)：李怡茹、謝文瑜、范英暄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領隊：張振義 教練：蕭慶祥 管理：陳彥臻
國男個人(9 號球)：孫乾珀
國女個人(9 號球)：蔡兒妙、陳風妙
國男團體(9 號球)：孫乾泊、蔡承閔、許韡瓅
國女團體(9 號球)：蔡兒妙、宋玟臻、陳風妙
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
領隊：張永芬 教練：呂明昇 管理：張瑞良
國男個人(9 號球)：張簡佳和
國男團體(9 號球)：張簡佳和、洪景泰、何易威、王俊翰
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
領隊：何茂通 教練：田續鴻 管理：林雅婌
國男個人(9 號球)：邱紹傑
國男團體(9 號球)：陳昌暉、張朝振、邱紹傑
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領隊：鍾莉娜
國男個人(9 號球)：黃育杉

桃園縣
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領隊：李家銘 教練：葉書豪
高男個人(8 號球)：張昆琅、陳鈺平、吳奕澄
高女個人(9 號球)：郭均妤

桃園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領隊：周素娥 教練：鄭王進
國女個人(9 號球)：吳詠涵、戴天吟、廖心瑜、黃妍華
國男團體(9 號球)：張昊晅、尹辰恩、范洸瑜、李家承
國女團體 A(9 號球)：吳詠涵、邱渝婷、戴天吟
國女團體 B(9 號球)：沙之語、吳羽璇、郭心柔
國女團體 C(9 號球)：許翊頎、蔡孟儒、廖敏馨
國女團體 D(9 號球)：黃禹之、楊文琪、黃妍華、廖心瑜

新竹縣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8 號球)：陳柏翰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楊菊瑩 教練：葉興樑
高男個人(8 號球)：余庭嘉
高女個人(9 號球)：張斯婷

苗栗縣
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9 號球)：林哲宇
苗栗縣立大湖國民中學
領隊：燕裘麗 教練：陳智德
國女個人(9 號球)：陳佳樺

南投縣
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領隊：燕裘麗 教練：林明亮
國女個人(9 號球)：李心語

雲林縣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羅聰欽 教練：翁志寬
高女個人(9 號球)：陳玉慈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林文河 教練：吳啟良
高男個人(8 號球)：鄭修帆

屏東縣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領隊：黃再鴻 教練：許明珠 管理：王國信
高女個人(9 號球)：王婉菱
私立華洲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領隊：吳萍如 教練：許書銘 管理：劉素琴
高女個人(9 號球)：賴薪雅
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
領隊：鍾冬玉 教練：藍世群、許瑞林
國女個人(9 號球)：范育瑄、曾子芸
國女團體(9 號球)：范育瑄、曾子芸、鄭宇辰、劉玟萱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領隊：曾美玲

教練：唐榮志 管理：陳志剛
國男個人(9 號球)：唐境霆
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
領隊：楊蕙萍 教練：潘金助、簡慧珠 管理：王薪琇
國女個人(9 號球)：潘芊吟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領隊：劉瑞富 教練：陳 瑋
國男個人(9 號球)：楊席嘉、陳文河、陳文泓
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
領隊：印永生 教練：康明禮、康瑞賓
國女個人(9 號球)：李 欣

宜蘭縣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領隊：吳俊江 教練：林振源
國男個人(9 號球)：柯秉漢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領隊：劉湘金 教練：張盟昇
高男個人(9 號球)：楊秉倫
高男團體(9 號球)：董家睿、楊秉倫、黃威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