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全國中等學校撞球聯賽國中組受獎名冊 
 

國中男子組 9號球個人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吳承揚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1 

第二名 楊盛為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2 

第三名 楊致昇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3 

第四名 張柏鈞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4 

第五名 孫翌軒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5 

第六名 吳孟宸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6 

第七名 劉威廷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7 

第八名 魏千智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8 

 

國中女子組個人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王姳媃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09 

第二名 洪欣妤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0 

第三名 陳品璇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1 

第四名 黃姵恩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2 

第五名 王麗緹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3 

第六名 陳郁晴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4 

第七名 蕭瑜萱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5 

第八名 黃品菲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6 

 

國中男子組 9號球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張柏鈞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7 

張家賓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8 

陳玉誠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9 

楊致昇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19A 

A第二名 

許崴喨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0 

楊盛為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1 

吳建華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2 

第三名 

詹翊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3 

張家碩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4 

尤智勝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5 

第四名 

胡家誠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7 

鄧博軒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8 

劉泓毅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9 

邱威智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29A 

第五名 

陳宥駩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0 

鄭畯宇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1 

洪奕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2 



吳孟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3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六名 

林奕勳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4 

施明助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5 

陳帛侑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6 

鄭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7 

第七名 

呂正翰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8 

溫峻緯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39 

魏千智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0 

第八名 

何承憲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2 

蔡耀德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3 

顏士賢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4 

李晏丞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5 

 

國中女子組 9號球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許嘉容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6 

陳至筠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7 

王麗緹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8 

王姳媃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8A 

第二名 

江亞倢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49 

陳郁晴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0 

詹惟淋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1 

第三名 

蕭瑜萱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3 

陳靖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4 

楊姿霖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5 

第四名 

洪欣妤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7 

陳馨彤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8 

張英愛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59 

陳品璇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0 

第五名 

張芸甄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1 

楊翊萱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2 

鍾宜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3 

第六名 

林秝彤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4 

郭宜珊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5 

陳藝方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6 

劉芋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7 

第七名 

黃姵恩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8 

江亞臻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69 

曾玥忞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0 

第八名 

李心妤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2 

蔡宜錚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3 

林欣瑀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4 

楊侑臻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4A 

 



高中男子組 8號球個人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陳皓禹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5 

第二名 劉懿賢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6 

第三名 王泓均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7 

第四名 謝東霖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8 

第五名 李松翰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79 

第六名 洪禎佑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0 

第七名 林子鈺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1 

第八名 黃智威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2 

 

高中男子組 9球個人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簡睦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3 

第二名 陳冠棠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4 

第三名 李汶錡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5 

第四名 邱思惟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6 

第五名 郭宇傑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7 

第六名 張家葆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8 

第七名 江柏翰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89 

第八名 林其瑾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0 

 

高中女子組 9號球個人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呂翊瑄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1 

第二名 許芳瑜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2 

第三名 陳信彣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3 

第四名 陳紫薇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4 

第五名 劉若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5 

第六名 楊佳穎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6 

第七名 施宇芊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7 

第八名 林芝廷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8 

 

高中男子組 9號球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李汶錡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099 

林其瑾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0 

魏宸祥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1 

許晉華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2 

第二名 

賴淮安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3 

江柏翰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4 

鄭酩祥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5 

何明昌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6 



第三名 

簡睦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7 

郭泰宏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8 

陳冠棠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09 

郭宇傑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0 

第四名 

黃豊傑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1 

廖冠儒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2 

張榮凱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3 

楊程傑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4 

第五名 

范振嘉 

天主教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5 

黃子豪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6 

曾冠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7 

孫宏瑋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8 

第六名 

陳亭瑋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19 

戴爾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0 

楊裕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1 

陳宥辰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2 

第七名 

邱思惟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3 

徐士祥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4 

何益昇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5 

黃囿翔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6 

第八名 

黃楷評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7 

李泳諒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8 

陳宇騫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29 

潘俊益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0 

 

高中女子組 9號球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獎盃，共計 4支獎盃 

名  次 選手姓名 代    表    學    校 備    註 

第一名 

呂翊瑄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1 

劉怡廷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2 

施宇芊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3 

第二名 

劉若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4 

黃伶臻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5 

陳信彣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6 

周于楟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7 

第三名 

李心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8 

羅予彤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39 

游采錞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40 

 (109)永撞中聯狀字第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