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8學年度中學教育盃暨109全中運選拔賽

【機關代碼】 002 【機關名稱】 實踐國中 
領隊： 莊玫欣 管理： 謝芳怡 教練： 王人卉

隊員名單：
001陳晏宇      

【機關代碼】 003 【機關名稱】 敦化國中 
領隊： 高敏慧 管理： 王愛麟 教練： 林宇濃

隊員名單：
009羅香寧 010陳俐妤 011鄭嵐云 012張智翔 013曾群翔
014黃廷奐 015陳俊宏 016溫智凱    

【機關代碼】 004 【機關名稱】 景文高中 
領隊： 黃景生 管理： 韓欣諺 教練： 程俊憲 蕭翔文

隊員名單：
002宋昱樟 003陳柏樺 004陳宜斌 005張庭嘉 006張伯駿
007林鈺紘 008林宗緯 038陳宜君 039盛柏皓 100詹景富

      
【機關代碼】 005 【機關名稱】 士林高商 

領隊： 曾騰瀧 管理： 林茂隆 教練： 陳冠呈 林宇濃
隊員名單：
017鐘文芸 019吳佳柔     

【機關代碼】 006 【機關名稱】 石牌國中 
領隊： 陳玲玲 管理： 陳俊利 教練： 方鑫鴻 劉俐妤

隊員名單：
018李家亦 093黃靖薰     

【機關代碼】 007 【機關名稱】 天母國中 
領隊： 陳麗英 管理： 教練： 方鑫鴻

隊員名單：
022侯宇哲      

【機關代碼】 008 【機關名稱】 龍門國中 
領隊： 鍾芷芬 管理： 林柏瑩 教練： 邱稚榛 

隊員名單：
027陳安萱 028林樂衡 029朱冠霖 030顏廷倢 032高李嫣
033楊佳蓁 034林健豐 035劉至承 036李姵嫺 037蔡元誠
096呂芝璇      

【機關代碼】 010 【機關名稱】 大直高中 
領隊： 李世文 管理： 趙懇 教練： 林宇濃 張福仁

隊員名單：
042李孟融 043翁子耀     

【機關代碼】 011 【機關名稱】 木柵國中 
領隊： 陳錦謀 管理： 周翠華 教練： 翁于涵

隊員名單：
020陳姿蓉 021張毓琳     

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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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13 【機關名稱】 永吉國中 

領隊： 謝承韋 管理： 陳溪泉 教練： 鄭胤序
隊員名單：
023陳佳楷      

【機關代碼】 014 【機關名稱】 華興中學 
領隊： 梅瑞珊 管理： 鍾玓芸 教練： 黃世輝

隊員名單：
024吳品宜      

【機關代碼】 015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張光宗 教練：

隊員名單：
025鐘晏琳      

【機關代碼】 016 【機關名稱】 北一女中 
領隊： 陳智源 管理： 張心潔 教練： 張福仁

隊員名單：
026李孟庭      

【機關代碼】 017 【機關名稱】 建國高中 
領隊： 徐建國 管理： 簡健華 教練： 張仲豪

隊員名單：
055邱證樺      

【機關代碼】 018 【機關名稱】 西松高中 
領隊： 林昇茂 管理： 蘇庭億 教練： 林虹華

隊員名單：
031李隆勝      

【機關代碼】 019 【機關名稱】 南門國中 
領隊： 王福從 管理： 陳月華 教練： 呂威融 魏楷恩

隊員名單：
048呂奇軒 049梁俊福 050張紫涵 051張硯晰   

【機關代碼】 020 【機關名稱】 松山工農 
領隊： 何杉友 管理： 黃信學 教練： 黃信學

隊員名單：
040陳玟卉 041林映宏     

【機關代碼】 021 【機關名稱】 金華國中 
領隊： 莊政龍 管理： 曾季秀 教練： 黃世輝

隊員名單：
044陳威辰      

【機關代碼】 022 【機關名稱】 松山高中 
領隊： 陳清誥 管理： 孫志輝 教練： 黃世輝 魏楷恩

林珈余 徐賢龍
隊員名單：
129徐向昕 130吳享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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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23 【機關名稱】 泰北高中 
領隊： 陳建佑 管理： 龐雲漢 教練： 郭之群

隊員名單：
045宋瀚鈞      

【機關代碼】 024 【機關名稱】 介壽國中 
領隊： 林財瑞 管理： 傅楷諭 教練： 林靖淳

隊員名單：
046林冠延 047楊又寧     

【機關代碼】 026 【機關名稱】 士林國中 
領隊： 林凱瓊 管理： 郭浚經、吳政仁 教練： 邱敬雅 邱敬桓

隊員名單：
052李政霖 053楊子瑩     

【機關代碼】 027 【機關名稱】 百齡高中 
領隊： 邱淑娟 管理： 林世華 教練： 薛春秋 何春德

隊員名單：
060蘇宗希 061申恩蓉     

【機關代碼】 028 【機關名稱】 延平中學 
領隊： 劉永順 管理： 蔡宜樺 教練： 鄭胤序

隊員名單：
054劉昌祐      

【機關代碼】 030 【機關名稱】 至善國中 
領隊： 林正洲 管理： 林長佑 教練： 郭姿伶 賴柏瑋

隊員名單：
056宋子群 057陳家瑋 058陳畇榤 059王博慶 095劉晉源

      
【機關代碼】 031 【機關名稱】 明湖國中 

領隊： 莊志明 管理： 教練： 呂建銘
隊員名單：
062王國兆 063萬皓維     

【機關代碼】 032 【機關名稱】 蘭雅國中 
領隊： 李芝安 管理： 林郁汶 教練： 賴文成

隊員名單：
064梁任東 065劉祐辰 066曾千佳 067陳衍熏 068王羿傑
069紀皓文 070李彥儀 071方幸永 072郭俊宏 073趙奕棠
074羅聿安      

【機關代碼】 033 【機關名稱】 南港高工 
領隊： 劉美慧 管理： 吳伯義 教練： 徐賢龍

隊員名單：
075周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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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34 【機關名稱】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領隊： 蔡英華 管理： 潘秋安 教練：

隊員名單：
092陳語佳      

【機關代碼】 035 【機關名稱】 中正國中 
領隊： 余國珍 管理： 江坤樹 教練： 張仲豪 黃勇杉

隊員名單：
076王旻揚 077邱昱程 078陳允心 079李權祐 080李岳鴻
081陳    穎 082朱恩永 083林稚家 084周正覺 085蔡宸暘
086蔡宜穎 087王中廷 088黃鼎原 089曾德容 090張富翔
094林巧兒      

【機關代碼】 036 【機關名稱】 薇閣中學 
領隊： 李光倫 管理： 李俊雄 教練： 劉俐妤

隊員名單：
091施奕均      

【機關代碼】 039 【機關名稱】 永春高中 
領隊： 張云棻 管理： 邱柏翰 教練： 林珈余 徐賢龍

隊員名單：
101謝易錚      

【機關代碼】 040 【機關名稱】 興雅國中 
領隊： 劉增銘 管理： 謝永振 教練： 鄭胤序

隊員名單：
097陳郁儒 098張鈺暘 099王信智    

【機關代碼】 041 【機關名稱】 仁愛國中 
領隊： 曾文龍 管理： 陳雅琳 教練： 徐賢龍

隊員名單：
118周希潔 119林楷捷 120蘇照洋 121盛澤源 122王翊寧
123廖思晴 124鄭    瀚 125江珩睿 126林宥澤 127黃昱翔
128李羿辰      

【機關代碼】 045 【機關名稱】 台北美國學校 
領隊： 管理： 教練： 劉俐妤

隊員名單：
102黑筠睿      

【機關代碼】 046 【機關名稱】 萬芳國中 
領隊： 管理： 教練： 劉羽倩

隊員名單：
103駱以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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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049 【機關名稱】 北投國中 
領隊： 陳澤民 管理： 方毓鴻 教練： 洪文定 洪于傑

隊員名單：
104張高生 105鄭淳心 106鄭淳允 107陳冠廷 108陳旻妤
157徐子翔 158楊志賢     

【機關代碼】 050 【機關名稱】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領隊： 董家莒 管理： 張潔茹 教練： 林珈余 徐賢龍

隊員名單：
109余奕宏      

【機關代碼】 051 【機關名稱】 幼華中學 
領隊： 施博惠 管理： 簡文魁 教練： 柯宜德

隊員名單：
110陳亭葭      

【機關代碼】 052 【機關名稱】 師大附中 
領隊： 王淑麗 管理： 熊鴻鈞 教練： 熊鴻鈞

隊員名單：
111陳林炫      

【機關代碼】 053 【機關名稱】 中正高中 
領隊： 江惠真 管理： 江曉帆 教練： 陳少騏 賴柏瑋

隊員名單：
112林俊傑 113盧恩勛 114徐子翔 115林敬捷 116高敬瑋
117陳姍柔      

【機關代碼】 054 【機關名稱】 復興中學 
領隊： 李雙祿 管理： 黃思維 教練： 蕭雅箴 曾健騰

隊員名單：
131嚴安如 132蔡依潔 133丁亮慈 134王昱翔 135李庭維
136陳彥中 137陳品瑄 138蘇宇薇 139張書愷 140孫若嘉
141陳以晏 142陳以倢 143嚴安慈 144莊凱安 145楊詠善
146洪啟睿 147林瓛序 151許凱鈞 156關    義   

【機關代碼】 055 【機關名稱】 萬華國中 
領隊： 洪志成 管理： 教練： 游日鴻

隊員名單：
148鄭少豪 149林家赫 150江依庭 152詹又瑄 153葉宥辰
154高胤耕 155郭晏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