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縣市代表隊名單 
基隆市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領隊 林立   教練 林宜亨  管理 林宏俊 

高男個人(9號球)：林宇晨、楊博凱 

高男雙打(9號球)：林宇晨-楊博凱 
 

臺北市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領隊 劉桂光   教練 陳冠列  管理 陳子泓 

高男個人(8號球)：陳皓禹、陳睿騰、歐冠佑、梁祐銨   

高男個人(9號球)：汪軍愷、陳駿宇 

高男雙打(9號球)：練柏辰-鄭翔、汪軍愷-蔡小聖、陳采其-蕭嘉宏 

    高男團體(9號球)：游鴻隆、王偉哲、陳元鎧、張景翔 

    高女個人(9號球)：陳安緹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領隊 曾文龍   教練 曾文龍  管理 游弘廷 

    高男個人(9號球)：陳柏丞     

   

臺北市私立海洋科技大學(五專部) 

    領隊 倪子翔   教練 許睿安  管理 陳盈淳 

高男雙打(9號球)：林奕勳-陳帛侑     

高男團體(9號球)：徐宇辰、陳玉誠、張家賓、施明助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領隊 吳海山   教練 吳海山  管理 吳海山 

高男個人(9號球)：卓宗霆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領隊 朱毋我 教練 柳信美  管理 林吟貞 

國男個人(9號球)：陳奕安、曾宥善、張皓嘉 

國男雙打(9號球)：張皓嘉-曾宥善、陳奕安-林軒安 

    國男團體(9號球)：廖泓雁、林子恩、林奇勳、吳家豪 

    國女個人(9號球)：洪語岑、章家嘉 

    國女團體(9號球)：林采爰、鄭尹疄、李珮禕、馬宇欣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領隊 陳為邦 教練 王婉菱  管理 王婉菱 

國男個人(9號球)：羅之謙 

 

 

 



新北市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領隊 曾慧媚  教練 吳海山、陳彥江  管理 王華雲、鄭丹 

高女團體(9號球)：陳宥潔、潘星穎、劉芸瑄 

國男團體(9號球)：莊凱偽、劉秉閎、謝智堯 

國女團體(9號球)：黃沛嘉、楊宜軒、蔡雨珊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領隊 林淑貴  教練 周婕妤  管理 張育誠 

高男個人(8號球)：李易勳、孫崇盛、李建宗、劉威廷 

高男個人(9號球)：何奕宏、吳宗倫、鄭人豪 

高男雙打(9號球)：何奕宏-趙均祥、廖韋森-鄭人豪、吳宗倫-洪以恩、曹安鎵-周時民 

高男團體(9號球)：孫翌軒、胡家誠、劉泓毅、黃唯綸 

高女團體(9號球)：洪欣妤、黃品菲、蕭瑜萱、梁綺筑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領隊 陳瑛珊  教練 劉日騰  管理 吳葆寧 

高男個人(9號球)：吳承揚 

 

新北市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教練 黃軍翰   

高女個人(9號球)：王如意 

高男團體(9號球)：魏千智、方瑞翔、黃詣倫、何承憲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領隊 陳海珊  教練 吳海山、陳冠良  管理 李其隆 

    國男團體(9號球)：徐權亮、鄭家惟、劉士愷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領隊 許淑貞  教練 沈台安  管理 蕭豐男、尤虔怡 

國男個人(9號球)：丁子宸、孫上鈞 

國男雙打(9號球)：丁子宸-孫上鈞 

國女個人(9號球)：丁禹薰、曾品尹 

國女團體(9號球)：吳品言、洪翊澖、陳玉慧、楊亮霖 

國男團體(9號球)：林煒翔、林子洲、曾柏陞 

 

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領隊 張凱智  教練 徐國人  

高女個人(9號球)：徐嘉璟、陳皓煖  

高男團體(9號球)：鄒凱安、劉子恩、張鼎新、洪申徉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領隊 游翔越  教練 黃軍翰  管理 陳泉榮 

國女個人(9號球)：王筱彤 

國男個人(9號球)：林惟甯、簡辰叡 

國男雙打(9號球)：葉瀚元-簡辰叡 

國男團體(9號球)：張竣森、陳宇新、陳禹任、黃崇祐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領隊 陳玉芬  教練 余金城  管理 蔣郁芬 

國男雙打(9號球)：沈彥呈-林聖昱、李昆諺-黃川益 

國男團體(9號球)：莊鎵鴻、呂忠諺、林塏泰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領隊 李文旗  教練 陳一郎   

國男團體(9號球)：江長泓、張晏銨、張朝瑋 

 

桃園市 
 

桃園市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高男團體(9號球)：王俊翔、謝孟儒、鍾亞晉、高誠澤 

    

桃園市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9號球)：黃均城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高男個人(8號球)：鄧邦鴻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高男個人(9號球)：廖韋竣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高男個人(9號球)：楊鎧寧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高男個人(8號球)：施昱安 

    高男個人(9號球)：游冠群 

 

苗栗縣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領隊 黃柏翔  教練 陳柏宏 管理 陳柏宏 

高女個人(9號球)：張惠鈞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領隊 郭芳江  管理 蕭賜斌 

國男個人(9號球)：林鼎鈞 



臺中市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隆諺   教練 王士豪、汪千貴、許睿元 管理 宋文嘉 

高男個人(8號球)：洪定維、江宇綸   

高男個人(9號球)：何軒凱、蔡瑞興、洪偉恩、林暐倫 

高男雙打(9號球)：何軒凱-蔡瑞興、洪偉恩-林暐倫 

    高男團體(9號球)：楊昕華、褚家辰、高敬修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領隊 王延煌  教練 汪千貴  

高男個人(8號球)：粘誌軒、李緯軒 

高男個人(9號球)：粘智鈞、林詠星 

高男雙打(9號球)：粘智鈞-林詠星、黃苹睿-陳宥叡 

 

嘉義市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 陳孟夆  教練 吳啟良 

高男個人(9號球)：莊政霖 

 

台南市 
 

臺南市私立光華高級中學 

    領隊 張敬川  管理 林宜蓁 

    高男個人(9號球)：孫梓鈞 

 

亞洲餐旅學校 

    高男個人(9號球)：張子謙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男團體(9號球)：許育愷、何秉叡、鐘堃瑀、蔡承諺 

 

高雄市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領隊 黃再鴻  管理 陳奕志 

高男個人(8號球)：林威呈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領隊 劉人誠  教練 蔣群立 管理 林士浩 

高男個人(8號球)：林冠丞、黃崧瑋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領隊 陳良傑  教練 陳俊維 管理 陳筱佩 

高男團體(9號球)：鄭凱丰、楊仕帆、謝旻甫、鍾承翰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 高瑞賢  教練 楊清順 管理 李政達 

高男個人(9號球)：莊智宇 

高女個人(9號球)：王麗緹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領隊 陳建民  教練 陳慧文 

高男個人(8號球)：林冠丞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領隊 詹燕凱  教練 林筱琦 管理 詹耀宗 

高女個人(9號球)：王姳媃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 陳清美  教練 黃敬晉 管理 林莨欽 

高男個人(9號球)：陳翰維、王彥翔 

高男雙打(9號球)：陳翰維-王彥翔 

高女團體(9號球)：黃紫緹、蔡宜錚、陳郁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領隊 莊福泰  教練 林少夫 管理 許重光 

    高男個人(8號球)：賴柏廷 

高男個人(9號球)：吳泰安 

高男雙打(9號球)：陳柏臻-洪頎翔、賴廷碩-許軒豪、吳泰安-楊詠安 

高男團體(9號球)：李柏廷、余宣均、王志滙、陳子齊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領隊 郭虹珠  教練 林筱琦 管理 林秋雲 

國男雙打(9號球)：黃威豪-黃政崴 

國女個人(9號球)：陳佳甄、王姳苓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領隊 黃火炎  教練 蕭慶祥 管理 陳怡蓁 

    國男個人(9號球)：陳寶元、夏韋翔、陳坤偉 

    國男雙打(9號球)：陳寶元-夏韋翔、陳坤偉-陳民哲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領隊 尹昱文  教練 黃義輝、張皓鈞 管理 林培彰 

國男個人(9號球)：黃偉恩 

國男雙打(9號球)：黃偉恩-陳冠丞 

國男團體(9號球)：賴俊澔、薛竣維、周詠智、李宥澄 

    國女團體(9號球)：葉竹庭、蔡歆瑩、黃渝英、梁家馨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 林朝塗  教練 陳玫秀  管理 陳玫秀 

高男個人(9號球)：王宥傑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領隊 張世波  教練 蔡榮昌  管理 蔡榮昌 

高男個人(9號球)：李宗應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領隊 吳志衍  教練 王奕傑  管理 洪維航 

高男個人(9號球)：王翊恩、呂仁勛 

高女個人(9號球)：黎卉晴 

高男團體(9號球)：石書維、盛俊凱、盛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