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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高高高高年級年級年級年級組組組組(計 16 隊參賽) 

  

1.大有國小 

    領隊：王博成         教練兼管理：洪儀欣         隊長：王禹叡 

    隊員：李汪達、楊喬鈞、吳  澈、張承瑋 

 

2.新明國小(A) 

    領隊：林瑞錫         教練兼管理：曾天韻         隊長：蔡易宸 

    隊員：姜厚安、姜文揚、許睿洋、卓承諭、曾奕辰 

 

3.新明國小(B) 

    領隊：林瑞錫         教練兼管理：羅為先         隊長：曾俊恩 

    隊員：周品安、王裕銘、溫堉幀、陳禾儒、彭子權 

 

4.中山國小(紅)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陳 昱 

    隊員：吳宥廷、蘇奕帆、吳昱翰、謝廷佑 

 

5.中山國小(藍)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徐迦樂 

    隊員：廖予寬、潘賢彣、呂威立、謝彤閒 

 

6.桃園國小(A) 

    領隊：吳雅芬         教練兼管理：曹育盛         隊長：黃致傑 

    隊員：張堯崴、陳俊宇、陳俊安、李秉謙 

 

7.桃園國小(B) 

    領隊：吳雅芬         教練兼管理：曹育盛         隊長：陳彥廷 

    隊員：黃良峻、林孝揚、李家驊、蘇黃子德 

 

8.大業國小(A)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吳達人         隊長：董少丞 

    隊員：陳楷庭、楊士毅、傅懷宥 

 

 



9.大業國小(B)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簡湘蓉         隊長：曹翊誠 

    隊員：許惟垣、吳品翰、黃凱恂、王振宇 

 

 10.中埔國小(紅) 

    領隊：黃慶宗         教練兼管理：古文雄         隊長：梁振威 

    隊員：曾暐勛、張幃哲、陳翊華、楊允寬 

 

 11.中埔國小(藍) 

    領隊：黃慶宗         教練兼管理：古文雄         隊長：黃益宏 

    隊員：張翌恩、魏廷翰、黃立勳、李惇任、嚴冠羽 

 

 12.八德國小 

    領隊：林世娟         教練兼管理：江麗雪         隊長：晏定楷 

    隊員：王建勳、吳尚錕、洪湘荃、謝承鈞、黃宇淇 

 

 13.元生國小 

    領隊：林正義         教練兼管理：連崇慶         隊長：陳冠睿 

    隊員：彭奕翔、胡皓閔、林毓翔、陳新恩 

 

 14.楊光國中小學(藍) 

    領隊：賴正宗         教練兼管理：曾亭燕         隊長：王紹丞 

    隊員：曾翌誠、姜承佑、劉祥熙 

 

 15.楊光國中小學(白) 

    領隊：賴正宗         教練兼管理：曾亭燕         隊長：彭賢翊 

    隊員：劉家碩、黎冠廷、李帛育 

 

 16.中壢國小 

    領隊：吳鳳仙         教練兼管理：陳隆介         隊長：許鈞瑋 

    隊員：許鈞柏、李浩翔、廖經睿、黃柏誠、張軒誌 

 

 

二二二二、、、、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國小男生團體中中中中年級年級年級年級組組組組(計 15 隊參賽)    

  

 1.大有國小(A) 

   領隊：王博成         教練兼管理：王晨峰         隊長：徐弦家 



   隊員：王禹勝、傅子誠、陳昊恩、林鄭文哲 

 

  2.大有國小(B) 

    領隊：王博成         教練兼管理：陳勝德         隊長：葉楷湙 

    隊員：彭柏軒、李汪達、顏翊盛、邱昱均、郭嘉鈞 

 

3.新明國小(A) 

    領隊：林瑞錫         教練兼管理：許沛琦         隊長：周禹安 

    隊員：張  齊、高冠賢、孫仕龍、徐菘澤、范植硯 

 

4.新明國小(B) 

    領隊：林瑞錫         教練兼管理：陳睦璿         隊長：張皓雲 

    隊員：邱顯毅、陳宗穎、陳季弘、陳家祐、許家堯 

 

5.中山國小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吳語宸 

    隊員：張博鈞、林宇洋、李光恒、呂信賢 

 

6.桃園國小 

    領隊：吳雅芬         教練兼管理：曹育盛         隊長：黃良峪 

    隊員：陳柏安、林孝帆、呂宥霆 

 

7.大業國小(A)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吳達人         隊長：顏子翔 

    隊員：沈稚翔、蔡尚哲、陳楷傑、張宇廷 

 

8.大業國小(B)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簡湘蓉         隊長：賴秉宏 

    隊員：陳國維、陳宇綋、林承磊、陳品勳、曾仲彣 

 

  9.中埔國小(紅) 

    領隊：黃慶宗         教練兼管理：古文雄         隊長：張家晢 

    隊員：高旻志、丁偉誠、邱柏翰、蘇品宇、蘇廷軒 

 

 10.中埔國小(藍) 

    領隊：黃慶宗         教練兼管理：古文雄         隊長：陳冠丞 

    隊員：游承泰、石恆毅、鄭安佑、陳泓至、吳宗翰 

 



 11.新街國小 

    領隊：鄭詩釧         教練兼管理：陳昭榮         隊長：陳岳謙 

    隊員：曾珦恩、廖俊雅、邱永翰、邱鉦翔、金承霖 

 

 12.林森國小(A) 

    領隊：曾文政         教練兼管理：許皓瑋         隊長：楊振岳 

    隊員：陳昱翔、蕭宸楷、張博淵、彭依震、曾睦凱 

 

 13.林森國小(B) 

    領隊：曾文政         教練兼管理：許皓瑋         隊長：張安璨 

    隊員：陳柏維、王羿皓、駱允宸、鄒子樂、林繼鼎 

 

 14.元生國小 

    領隊：林正義         教練兼管理：連崇慶         隊長：李傳云 

    隊員：袁立衡、鄭泳禎、張峰瑋、李傳心 

 

 15.楊光國中小學 

    領隊：賴正宗         教練兼管理：曾亭燕         隊長：曾子洋 

    隊員：藍品亮、呂弘凱、李泓寬、湯詠恩、李閎博 

 

 

三三三三、、、、國小國小國小國小女女女女生團體生團體生團體生團體高高高高年級年級年級年級組組組組(計 9 隊參賽)    

 

  1.大有國小 

    領隊：王博成         教練兼管理：孫秀蓉         隊長：吳畇嬅 

    隊員：陳祐蓁、黃郁涵、李美諄、安紫熙、鄭羽杉 

 

  2.新明國小 

    領隊：林瑞錫         教練兼管理：許沛琦         隊長：王小昕 

    隊員：黃庭瑄、高昱庭、江睿晨、江宥萱、呂昕潔 

 

  3.中山國小(紅)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葉怡妏 

    隊員：邱君琪、江倢寧、林忻言 

 

  4.中山國小(藍)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陳又宣 

    隊員：呂依恩、邵維馨、黃宥華、張秝萓 



  5.大業國小(A)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吳達人         隊長：魏安屏 

    隊員：李姸蓉、曾芸杉、陳瑾葳 

 

6.大業國小(B)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謝曉瑩         隊長：林家妤 

    隊員：林芝安、蔡依珊、簡汶萁、李潔安 

 

7.中埔國小 

    領隊：黃慶宗         教練兼管理：古文雄         隊長：陳樂綺 

    隊員：洪紫軒、陳敏熏、劉  芯 

 

8.新街國小 

    領隊：陳慧珍         教練兼管理：邱俊哲         隊長：張晏綾 

    隊員：朱意云、孫凱淇、黃姵晴 

 

9.林森國小 

    領隊：曾文政         教練兼管理：黃琳捷         隊長：劉梓瑜 

    隊員：葉珈妤、謝佑如、黃潘玟伃 

 

 

四四四四、、、、國小國小國小國小女女女女生團體生團體生團體生團體中中中中年級年級年級年級組組組組(計 6 隊參賽)    

 

  1.中山國小(紅)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吳宜潾 

    隊員：謝嘉珊、呂信儀、廖予莘、張綦紜、林忻霈 

 

  2.中山國小(藍) 

    領隊：鄭友泰         教練兼管理：吳嘉德         隊長：張庭榕 

    隊員：董羽晴、朱宸希、陳樂樂、張喬甯 

 

  3.桃園國小 

    領隊：吳雅芬         教練兼管理：曹育盛         隊長：楊亞靜 

    隊員：吳秀親、陳則諼、胡芸甄、何柏穎、蘇黃子儀 

 

4.大業國小(A)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謝曉瑩         隊長：吳語姍 



    隊員：魏愷芯、劉世婷、許虹慈、陳品榕 

 

5.大業國小(B) 

    領隊：黃清淵         教練兼管理：謝曉瑩         隊長：林珮潔 

    隊員：黃于宸、郭品希、陳姸均、林孝恩 

 

6.林森國小 

    領隊：曾文政         教練兼管理：黃琳捷         隊長：王思閔 

    隊員：張浿珊、黃稚庭、劉耘禎、謝昀倢 

 

 

五五五五、、、、公教機關團體組公教機關團體組公教機關團體組公教機關團體組(計 11 隊參賽) 

    

    1.桃園農田水利會 

   領隊：黃金春         教練兼管理：陳美淑         隊長：李百安 

   隊員：黃華煌、張文鐘、古有順、徐碧貞、李奐莉、葉思樸、李榮豐 

    

 2.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領隊：晁英麟         教練兼管理：劉惠美         隊長：晁英麟 

   隊員：吳錫昌、林承志、張雅玲、邱素娟、黃宥涵、劉惠美、丁傳祥 

 

 3.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A)  

   領隊：沈志修         教練兼管理：饒瑞恭         隊長：黃靖凱 

   隊員：許雯雅、洪麗婷、陳葳庭、鄭婷文、張世毅 

 

 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B)  

   領隊：羅文林         教練兼管理：傅慧芬         隊長：吳秀瑛 

   隊員：劉光智、葉思謙、趙彩君、張蕙珍、黃信銓 

 

 5.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領隊：劉振誠         教練兼管理：鄭如芳         隊長：張俊達 

   隊員：蘇聖倫、葉詠恩、葉日維、吳家林、楊曜華、鄭如芳、張博鈞 

 

 6.中壢區公所 

   領隊：洪妙娟         教練兼管理：邱凱蘭         隊長：余世章 

   隊員：陳憲清、鄭伊庭、王一玲、蕭素蘭、詹玉華、陳其德、梁國昌 

 



 7.桃園市議會 

   領隊：杜淑卿         教練兼管理：陳憲清         隊長：陳鎮海 

   隊員：陳秀雄、邱ㄧ平、黃意如、張巧俗、林佳靜、郭美珍、黃建成 

 

 8.自強國中 

   領隊：蘇品如         教練兼管理：楊珮琳         隊長：林順福 

   隊員：陳文量、胡居高、黃韶霆、張志榮、陳燕珍、楊珮琳、梁壽芳 

 

 9.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領隊：沈坤旺         教練兼管理：吳文聰         隊長：沈坤旺 

   隊員：張朝欽、吳澤村、陳美英、吳文聰、劉振結、彭春財、洪永澤 

 

10.地政局(A) 

   領隊：陳錫禎         教練兼管理：李淑貞         隊長：沈坤旺 

   隊員：羅盛祥、吳祥興、莊德勳、管清美、林妙蓁、葉日芳 

 

11.地政局(B) 

   領隊：蔡金鐘         教練兼管理：李淑貞         隊長：曾月玲 

   隊員：陳姵如、劉昱君、許莉芳、歐碧玉、劉學樑、麥彥偵 

 

 

五五五五、、、、長青團體組長青團體組長青團體組長青團體組(計 10 隊參賽)    

    

 1.社區大學快樂儒道隊 

   領隊：劉豐信         教練兼管理：吳利柏         隊長：施世榮 

   隊員：林全聖、金立言、李福隆、吳聲俊、于仲明、吳利柏、李福永 

 

 2.科達製藥 

   領隊：陳兆祥         教練兼管理：劉康威         隊長：何明德  

   隊員：王萬運、陳宗信、王建誠、古重仁、李麗玲 

 

 3.平鎮高連 

   領隊：彭康兆         教練兼管理：劉康威         隊長：黃坤亮 

   隊員：蔡惠星、楊武承、王清水、劉奕嫻、謝瑞穗、彭康兆 

 

 4.大園桌協 

   領隊：黃榮輝         教練兼管理：李樹邦         隊長：黃榮輝 



   隊員：陳清榮、陳清旗、陳芬珠、姜義暐、李樹邦、趙逢俊、陳國雄 

 

 5.新生桌訓 

   領隊：鍾新佑         教練兼管理：游秋月         隊長：鍾新佑 

   隊員：王豐茂、鍾國基、鄧幼棠、王忠信、葉雲光、李美惠 

 

 6.大溪桌協 

   領隊：周基路         教練兼管理：游秋月         隊長：陳銘江 

   隊員：呂威照、黃為恭、顏永謙、陳立樹、許嘉元 

 

 7.桃園區桌協 

   領隊：張龍仁         教練兼管理：呂紹興         隊長：張龍仁 

   隊員：李寶鍾、陳珍源、呂紹興、林碧澍、洪東洲、王俊達、陳素英 

 

 8.飛揚乒乓 

   領隊：吳瑞鳳         教練兼管理：陳銓仁         隊長：曾鵬飛 

   隊員：蕭廣生、陳振宗、楊聖化、溫明桓、胡淑惠 

 

 9.飛揚乒乓 

   領隊：陳文雄         教練兼管理：陳銓仁         隊長：謝新叢 

   隊員：陳文雄、王前燿、廖鴻祺、賴富榮、潘宏明、李錫綿、翁義勝 

 

10.龍潭桌委會 

   領隊：王明禧         教練兼管理：陳銓仁         隊長：王明禧 

   隊員：陳新福、蔡崇琪、劉志勇、蔡少鈞、林嘉漂、邱兆勳 

 

 

七七七七、、、、社會男子團體組社會男子團體組社會男子團體組社會男子團體組(計 18 隊參賽)    

  

  1.龜山國中(A)  

    領隊：林煌墩         教練兼管理：張雁書         隊長：田翔元 

    隊員：吳秋信、鍾竣安、胡立禹、嚴冠麟、彭毓升 

 

  2.龜山國中(B)  

    領隊：林煌墩         教練兼管理：張雁書         隊長：卓晏暘 

    隊員：張  豫、陳忠福、金維恆、蕭韻玲、葉蘋瑤 

 



  3.大有乒乓 

    領隊：王晨峰         教練兼管理：陳勝德         隊長：張順傑 

    隊員：彭世宇、曾志峯、姜威利、洪顗棨、蔡豐恩、林展潁、王靖堯 

 

 4.平鎮高連 

   領隊：彭康兆         教練兼管理：彭茂林         隊長：郭明珍 

   隊員：謝暄容、蕭企成、劉康威、張大智、黃奕元 

 

 5.南亞塑膠 

   領隊：邱莉香         教練兼管理：許  多         隊長：許  多 

   隊員：呂俊良、林宏澤、陳俊良、蔡榮生、王澤祥、王敬惟 

 

6.警教聯隊 

   領隊：吳家華         教練兼管理：吳家華         隊長：吳家華 

   隊員：紀喜悅、陳世杰、黃冠霖、潘榮慶、林勤將 

 

7.富宇淨水(紅) 

   領隊：李鎧吉         教練兼管理：鍾新佑         隊長：林盈釧 

   隊員：李騏吉、羅子惟、曾雨豪、許博荃、邱浩瑋、陳威凱、莊盛傑 

 

8.富宇淨水(白) 

   領隊：李鎧吉         教練兼管理：李騏吉         隊長：鄭御辰 

   隊員：徐靖翔、林清揚、楊致嘉、葉劭堯、葉劭舜、孫牧平、張峻瑋 

 

9.壽山高中(A) 

   領隊：徐宗盛         教練兼管理：林柏淳         隊長：蔡睿峰 

   隊員：林勇志、陳泳勳、蔡鎮宇、邱柏諺、童冠嶧、李秉翔、吳秉祐 

 

10.壽山高中(B) 

   領隊：林豪墩         教練兼管理：林柏諺         隊長：陳力帆 

   隊員：許嘉森、孫富麒、余俊霖、鄭宇翔、余子振、何秉光、徐嘉良 

 

11.壽山高中(C) 

   領隊：林豪墩         教練兼管理：徐嘉良         隊長：田明玄 

   隊員：涂家倫、陳逸曇、顏祐翎、張晁瑋、王沛恩、彭建嘉、林柏諺 

 

12.康揚桌訓 

   領隊：羅乾坤         教練兼管理：李秋蘭         隊長：張岳桐 

   隊員：劉啓葳、洪聯馨、游榮謙、李彥儒、廖峰毅、蕭博維、邱昱智 



 

13.平鎮國中 

   領隊：羅新炎         教練兼管理：陳隆介         隊長：黃政傑 

   隊員：謝子禹、李驊豈、黃立宏、楊子力、曾緯宸、張維仁、劉張丞浩 

 

14.永豐高中 

   領隊：林裕豐         教練兼管理：張文超         隊長：曾紹銘 

   隊員：黃威愷、邱祐謙、謝  維、鍾宇恩、周亮宇、林子翔 

 

15.桃園國中(白) 

   領隊：陳寶慧         教練兼管理：陳威凱         隊長：王韋捷 

   隊員：楊致興、楊瑞樹、黃威傑、惲子威、鄒智軒 

 

16.桃園國中(黃) 

   領隊：陳寶慧         教練兼管理：陳威凱         隊長：張家皓 

   隊員：楊嘉安、莊楗幃、林鴻昇、羅聿凱、陳明哲 

 

17.桃園國中(紅) 

   領隊：陳寶慧         教練兼管理：陳威凱         隊長：劉彥廷 

   隊員：鄒智揚、鄭豫凱、蘇子絜、高維澤、邱祐宏 

 

18.桃園國中(綠) 

   領隊：陳寶慧         教練兼管理：何穎涵         隊長：許焜鈦 

   隊員：邱品文、徐朝聖、李翊睿、夏宇亘、許楷翔、林皇仲、黃柏勳 

 

 

八八八八、、、、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女女女女子團體組子團體組子團體組子團體組(計 3 隊參賽)    

 

 1.龍潭國中 

    領隊：陳麗捐         教練兼管理：李鳯婷         隊長：張幸妤 

    隊員：張巧潔、張雅筑、林琦珈 

 

  2.觀音高中 

    領隊：王炎川         教練兼管理：陳敬璋         隊長：曾美嘉 

    隊員：王榆捷、莊雅芯、劉季芸、邱郁晴、夏宇姍 

 

 3.富宇淨水 

   領隊：李鎧吉         教練兼管理：李騏吉         隊長：謝瑄容 

   隊員：葉宇珊、許沛琦、林庭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