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男籃球  (本項共 8 隊報名)

仁愛鄉： 葉亞恩 吳志祥 吳俊明 楊家銘 王瀚陞 吳志豪 江子恒 馬毅豪 林俊吉
希亞茲‧鄔淦 林梓峰 劉桂延

水里鄉： 陳墾 陳憲民 許志華 吳建龍 胡凱翔 郭少傑 蔡捷凱 張健宏 洪子平
李塵偉 李運霖 柯欽任

名間鄉： 陳育琳 蔣明哲 黃大川 楊振育 廖中誼 張勝岱 張勝岳 張廷訓 陳柏叡
吳政翰 游森凱 李佳儒

竹山鎮： 林晏生 陳恭鉦 張伯威 何畇霆 蘇閔源 陳翊楷 王貞治 林頌堯 林泊億
劉哲維 張益祥 余偉智

信義鄉： 金永恩 幸振賢 柯振祥 全孝勤 金曉偉 谷俊誠 田威鄜 全含恩 全欹
田聖恩 田邵恩 幸子杰

埔里鎮： 岳瀛立 邱金龍 游旻哲 周振宸 梁育豪 廖崇舜 巫承浩 戴安棋 黃泓瀚
李維哲 施晉堯 林郅為

草屯鎮： 李峻榮 白錫蒼 林承宗 陳思凱 李柏叡 張俊彥 洪嘉陽 洪慶麟 羅煜竣
黃建儒 李承晉 張育瑞

鹿谷鄉： 胡瑋倫 賴慶賢 蘇圓中 蘇國華 江敏源 李明遠 胡新沛 楊結智 陳希哲
賴岳宏 曾宜德 詹前豐

高男籃球  (本項共 10 隊報名)

中興高中： 田箴 黃立丞 吳宇浚 馬劭力‧伊斯巴利達夫 沈羣淯 徐睿松 邱家科
楊凱傑 郭晉嘉 陳義盛 謝允興 吳柏澄

五育高中部： 黃政瑋 洪巴嵐 廖昱鈞 許源鎮 廖崑復 王劭睿 莊禮勳 蕭連禧 蔡宜哲
吳辰諺 俞冠佑 簡聖儒

仁愛高農： 曾麟翔 李家瑋 李哲毅 施寰宇 林豐財 田勝巖 辛亞瑟 廖尚龍 王浩
劉冠豪 紀浩瑋 林雨辰

水里商工： 李堅誌 王嘉瑋 司昱喆 伍承軍 伍浩恩 楊甯丞 劉益全 詹政哲 陳柏佑
陳奕翔 楊子承 李明修 賴冠佑 柯明昊

同德家商： 林建安 黃駿凱 王宥文 李宗諭 羅友亨 陳伯庚 蔣浩偉 謝佳賢 許景隆
王柏禎 施郁承 孫卲君

竹山高中： 司承浩 劉彥廷 莊惟雄 蔡維航 何堂誌 陳旻楷 劉正希 古亞倫 范凱心
林韋呈 魯丞恩 羅福元

南投高中： 吳泰薰 陳致憲 羅裕崴 谷尚哲 林以盛 洪世育 吳祥銘 劉彥廷 李冠頡 
江懷拓 田聖祈 宋子敬

南投高商： 謝念庭 曾致遠 黃逸愷 賴丞郁 陳怡成 蕭崇祐 陳昱岑 孫朋鈺 李振豪
蕭承秩 石宗永 林昱呈

埔里高工： 洪帝仰 李承宇 潘桂綸 王明彥 紀昀 全峻嘉 吳仲齊 林家呈 洪益聖
張肯瑞 楊紹民 王崇翰

暨大附中： 洪振佑 陳訴鶴 潘星佑 柯長廷 王鴻文 劉翔宇 江文齊 陳昱翔 翁宣真
潘孟雲 陳楷文 黃子傑

高女籃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高農： 全宇恬 許靜瑩 卓亞慧 元琪 石雪妮 林亞璇 卓曉伶 范邵圓 何芯渝
張筱蝶 李婕 鄭瑞潔

南投高商： 曾靖芸 宋宛憶 黃以文 吳家慈 伊盈慈 黃馨誼 林鈞茹 劉佳玟 吳阡瑜
張詠捷 周佳麗 潘俐瑄

埔里高工： 徐詩雅 周言昕 趙沛玥 司家慧 潘宥伶 翁護禎 田春梅 官芷薇 黃詠心
曾莉貽 紀亭羽 高敏綺

暨大附中： 陳郁涵 張家瑜 羅于雯 黃奕婷 許佳欣 徐唯真 羅言詩 洪昱勤 黃馨誼
黃琪崴 陳以秀 陳瑩穎

國男籃球  (本項共 9 隊報名)

大成國中： 劉丞修 潘恩祥 翁鴻 洪孝哲 柯俊傑 李旻學 傅冠智 邱國禎 許瑋秦
沈淵 黃啟侑 李絃意

仁愛國中： 剌凡而立‧宋吉嵐 楊耀宗 楊翰頤 莊嘉駿 紀泓旻 石臣業 沈耀威 王柏恩
周恆 張宗傑 紀紹祺 劉宇恩

水里國中： 松聖杰 張永祥 田鴻傑 全浩平 田瑋浩 吳軒霆 幸書維 李育安 潘冠宇
吳雨晉 徐仕哲 松偉駿

名間國中： 蔡佳宏 陳郁勝 邱翔瑜 陳鉦凱 張嘉原 陳柏豪 吳政哲 朱伯健 陳彥榮
陳柏諺 吳承諺 曾悅瑞

竹山國中： 何堂維 林明德 陳宥宇 林秉誼 張哲銘 劉翰徽 林恩頡 蕭偉晉 林育增
蔡曜鴻 黃凱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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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仁國中： 陳嘉言 陳昱安 李唯丞 顏成恩 羅彥祺 黃傳皓 黃元炫 田智閔 高琦硯
高顯智 賴慶霖 李宗承

南投國中： 陳品學 楊晏明 廖宜聖 楊侑融 林勁甫 蔡易哲 蕭敬寶 林芫丞 許凱祥
王弘祐 朱翌愷 楊翔裕

埔里國中： 余維豪 曾辰 陳緯 歐陽邦尼 游品寓 李承謙 王柏鈞 葉倉甫 鄭宇傑
戴辰誌 徐宏瑋 陳昊 許本璁 廖維杰

普台國中： 陳柏翰 詹秉豐 黃鉦凱 李漢珣 蕭傑尹 潘國安 吳睿軒 蔡博元 林裕傑
陳維康 王彥鈞 陳文政

國女籃球  (本項共 2 隊報名)

仁愛國中： 賴郁喬 紀偌釩 湯心潔 林玟君 劉孟秋 高翊涵 田聖穗 賴雅婷 莊佳蕙
潘宇旋

宏仁國中： 巫尹岑 蔡羽涵 李怡葶 顏方愔 田妤葳 楊佳晨 李羿萱

小男籃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水里鄉： 彭崑焱 謝宥佑 黎柏緯 吳邦陞 湯博鈞 劉宗享 賴博兪 米君耀 李丞硯
陳仕軒 魏子傑 米愷恩

南投市： 陳志宇 陳耿賢 羅丞皓 陳紘宇 林億威 黃允濤 林弘祐 楊憲章 謝佑謙
陳冠穎 廖晨佑 薛傑孺

埔里鎮： 曾國勳 高嬿婷 詹易昇 田御辰 李沐恩 高銘駿 吳銘玄 柯啟驊 林宏儒
田沐恩 石博文 翁宇森

草屯鎮： 蔡旻岳 唐吉文 林奕勳 陳廷軒 朱威寧 黃信賢 賴柏仁 盧承昌 李宇倫
朱家霈 李易 簡傳穎



社男排球  (本項共 7 隊報名)

仁愛鄉： 蔡仲齊 田鵬 柯嘉祐 杜浩恩 孫喆贇 何亞寰 白詩文 全祥捷 全聖文
田仕杰 杜文孝 田仕汶

名間鄉： 陳英浩 龍嘉宏 洪嘉澤 徐國峰 陳家陞 楊凱鈞 陳一文 陳源明 黃玉任
余青芳

竹山鎮： 何家達 林玟君 王政凱 陳佳倫 羅智元 葉鴻儒 陳俊峰 王脩諭 陳俊男
陳建志 陳迺宣 劉冠麟

信義鄉： 石明秋 何冠緯 金孝慈 全柯爾 何恩富 甘愈軒 全啟文 全啟祈 金唯帆
田忠祈 全孟偉 田恩佑

南投市： 莊舒顯 蔡順吉 黃玉任 張煜承 張智閔 謝文龍 鄒民傑 柯立軒 陳勁傑
林宗德 沈銘偉 洪沅煒

埔里鎮： 王永吉 劉旻宏 陳明煌 羅紋健 林家祥 林秉正 林峻 李試仁 陳建翰
蘇凰鈞 邱冠希 郭中吏

草屯鎮： 唐嘉遠 唐嘉偉 唐嘉欣 林家豪 李宗穎 王時淵 簡宏勳 徐子森 戴廷育
葉育銘 王詣寧 李岳霖

社女排球  (本項共 5 隊報名)

竹山鎮： 王宜惠 翁麗晴 曾伃俐 鄭筠茜 曾俞綺 莊舒婷 陳慧葶 王秀芳 王星惠
廖郁珊 余宜樺 曾文珍

信義鄉： 呂百加 石亞琦 松慧婷 石瑋琦 王詩琪 史佳君 吳依婷 王淑婷 金德瑩
金德卉 史巧慧 司雅萱

南投市： 林靖倫 林怡安 林嫣昱 劉冠吟 曾文怡 李淑雲 張淑棉 呂婧瑄 曾怡瑄
徐莉萍

埔里鎮： 邱淑惠 李育瑩 邱品慈 郭政芳 陳郁婷 蔡宜真 張巧昀 黃翊婷 黃湘瑄
黃香硯 黃悅菱

草屯鎮： 黃丹琦 葉柔吟 簡欣第 簡安第 蔡宛慈 蔡佩妤 林敬樺 幸思汎 陳韋汝
張庭瑄 陳佩妤 王怜奕

高男排球  (本項共 3 隊報名)

仁愛高農： 洪國凱 幸智豪 全啟軒 方銳雯 王士元 陳晉宇 全若安 羅齊森 李世傑
甘佳龍

南投高商： 梨雿麟 蘇峻樺 吳克謙 顏福生 洪崇偉 劉能邦 吳澤鑫
埔里高工： 陳志祥 余思遠 謝志凱 高典樂 吳昱諄 徐仕旻 葉哲銓

國男排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中寮國中： 蕭煜銨 李駿毅 陳彥豪 鐘殷俊 陳仲崴 賴政廷 廖家陞 陳承揚 洪銓方
徐宇 蕭誌成 詹子琪

信義國中： 田強 松雅各 金瑞恩 劉峻誠 方政 全師豪 松書誠 石智文 全東佑
全文祥 劉威震 司恩澤

南崗國中： 陳錫寬 陳寬祐 邱育瀚 林冠池 丁泓文 張秉瑄 朱首銘 張哲瑜 柯孟昕
汪邵柏 曾茂聰 莊宇田 陳佳楊 楊瀚薪 張宇勛

草屯國中： 李岳霖 何柏諺 詹宥軒 林忠孝 謝耀德 張奕順 沈義淳 廖文詳 王士瑋
賴昆佑 陳畯宏 林呈遠

國女排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中寮國中： 謝慧潔 廖文琳 廖小萱 梁雅筑 張瑋珊 林官惠 張于庭 陳虹伶 張雅文
張鳳雅 張雅筑 李侑蓁

延和國中： 翁麗晴 吳佳芸 許丞儀 陳昱雅 吳翌瑄 劉珮妍 吳欣容 余淑雅 林韋彤
林又甄

南崗國中： 陳以玲 陳思綺 張書語 楊雅汝 吳旻錡 嚴貞 曾香萌 陳薏文 林恣儀
李其穎 張茹寧 周宛諭

草屯國中： 蔡佩妤 陳孟喧 李昕育 林肇渝 陳韋汝 林敬樺 劉羿顯 林芮庭 鄭詠文

小男排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竹山鎮： 李偉廷 王騫逸 劉安孟 吳顗瓀 吳柏橙 吳晨維 林宣佑 廖貫伯 黃崇瑋
陳緯達 洪百成 陳思翰

信義鄉： 王讓 陽詠智 史聖嘉 李謙 呂承皓 司慈優 史俊祥 全文恩 司淮瑋
王凱嚴 伍奧斯定 呂宇澤

草屯鎮： 黃士瑋 陳國淮 洪大鈞 許桓碩 陳子瓏 鄒鼎康 蕭仁豪 洪鳴村 朱又立
陳冠呈 簡傳穎

集集鎮： 林翰億 黃保發 陳冠群 陳建臻 吳奕頡 蔡暐倫 陳立得 蔡承宗 陳建霖
李昇樺 王睿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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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排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竹山鎮： 陳佳妤 李心妤 江佳穎 陳姮穎 蕭妤靜 李育瑄 郭思妤 蔡姍妤 葉絜芸
陳品臻 黃詩婷

信義鄉： 呂潔希 蔡佩君 阮愛恩 金德蘭 司季妤 伍心怡 司蕎恩 伍琳巧 司若慈
向萱 司若庭 張聖華

草屯鎮： 游念蓁 簡沂茵 張瑜恬 洪旻琳 王恩蕓 何宛均 莊承潔 李昀穎 洪婕瑀
簡沂心 林靖書 張珈熏

集集鎮： 謝閔竹 張嫚芸 陳雯萱 吳思蓉 陳皓娟 柯亮舟 林采萱



社男網球
單打：  (本項共 7 人報名)

紀亮維 (竹山) 顏榮駿 (竹山) 朱家鈞 (南投) 施懿展 (南投) 陳以宸 (南投) 楊佳政 (魚池) 蘇鴻賓 (魚池)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林瑋傑 (竹山) 楊育家 (竹山) 陳建程 (南投) 陳建中 (南投) 陳國輝 (魚池) 劉啟帆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3 隊報名)

鄒政憲 (竹山) 黃鈞晧 (竹山) 陳耿弦 (南投) 簡文政 (南投) 楊正群 (魚池) 蘇鴻賓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5 隊報名)

水里鄉： 饒維洲 陳翰均 吳貿宥 林俊嘉 吳昇鴻 林宏斌
竹山鎮： 鄒政憲 林瑋傑 紀亮維 顏榮駿 楊中林 楊育家 黃鈞晧
南投市： 朱家鈞 陳建程 施懿展 陳以宸 陳建中 陳耿弦 簡文政
草屯鎮： 洪裕程 李世淳 王佳勝 王佳進 許富景
魚池鄉： 楊佳政 陳國輝 劉啟帆 楊正群 楊國良 巫燕源

社女網球
單打：  (本項共 9 人報名)

賴珈穎 (竹山) 賴怡珊 (竹山) 陳可盈 (南投) 邱晴 (南投) 張侑真 (南投) 陳潔霓 (南投) 林靓華 (草屯)
李芷萱 (草屯) 劉祐瑄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張雯媛 (竹山) 江翌慈 (竹山) 林品欣 (南投) 林品儀 (南投) 林庭妏 (草屯) 賴麗守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蘇依審 (竹山) 陳鈺貽 (竹山) 林姿妏 (草屯) 李珮綺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竹山鎮： 張雯媛 蘇依審 陳鈺貽 賴珈穎 賴怡珊 江翌慈 張雯婷
南投市： 陳可盈 邱晴 張侑真 李婉瑀 林品欣 陳潔霓 林品儀
草屯鎮： 林靓華 李芷萱 劉祐瑄 林庭妏 賴麗守 林姿妏 李珮綺

高男網球
單打：  (本項共 9 人報名)

董尚愷 (水里) 黃盟凱 (旭高) 廖昀棨 (旭高) 顏榮駿 (竹高) 朱家鈞 (投高) 賴慶峰 (投高) 劉政豫 (投高)
夏宗麟 (普台) 簡宏哲 (普台)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黃盟凱 (旭高) 廖昀棨 (旭高) 黃信達 (投高) 吳貿宥 (投高) 夏宗麟 (普台) 簡宏哲 (普台)

高女網球
單打：  (本項共 8 人報名)

張侑真 (中興) 林欣蓓 (中興) 謝欣昀 (旭高) 洪睿優 (旭高) 李芷萱 (旭高) 林靚華 (旭高) 黃鈺珊 (竹高)
朱家誼 (普台)

雙打1：  (本項共 2 隊報名)
張侑真 (中興) 林欣蓓 (中興) 黃佩萱 (旭高) 林庭妏 (旭高)

國男網球
單打：  (本項共 34 人報名)

張宥程 (中興) 徐宏澤 (中興) 張子中 (中興) 林柏成 (中興) 黃士庭 (中興) 葉穎中 (中興) 白振穎 (中興)
楊景翔 (中興) 洪政閔 (中興) 蕭永欣 (中興) 吳偉誠 (日新) 林嘉政 (日新) 李孟哲 (水里) 黃冠郁 (水里)
戴岑翰 (水里) 鄧奇恩 (水里) 陳麒元 (名間) 劉至庭 (名間) 劉家延 (名間) 柯羽謙 (名間) 蘇柏瑋 (宏仁)
楊宗翰 (宏仁) 朱奕吉 (宏仁) 施順文 (南投) 嚴楷盛 (南投) 林偉琦 (南崗) 何映煌 (普台) 戴子淵 (普台)
林祈恩 (普台) 陳柏璁 (普台) 陳羿安 (普台) 蔡松佑 (普台) 葉培崧 (營北) 張博勛 (營北)

雙打1：  (本項共 6 隊報名)
黃冠銓 (中興) 蕭永欣 (中興) 郭上瑋 (日新) 洪誌謙 (日新) 詹豐瑋 (水里) 鄭立翔 (水里) 陳文豪 (宏仁)
羅立詃 (宏仁) 黃順平 (南投) 施順文 (南投) 葉培崧 (營北) 張博勛 (營北)

雙打2：  (本項共 3 隊報名)
林又嘉 (中興) 宋梓銘 (中興) 吳振安 (日新) 黃玄賓 (日新) 葉雲勝 (宏仁) 李冠賢 (宏仁)

雙打3：  (本項共 1 隊報名)
楊景翔 (中興) 洪政閔 (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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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本項共 6 隊報名)
中興國中： 張宥程 徐宏澤 張子中 林柏成 黃冠銓 林又嘉 宋梓銘
日新國中： 吳偉誠 林嘉政 郭上瑋 洪誌謙 吳振安 黃玄賓 張宗瑋
水里國中： 李孟哲 詹豐瑋 黃冠郁 鄭立翔 戴岑翰 鄧奇恩
名間國中： 陳麒元 劉至庭 劉家延 柯羽謙
宏仁國中： 蘇柏瑋 楊宗翰 陳文豪 羅立詃 葉雲勝 李冠賢 朱奕吉
普台國中： 何映煌 戴子淵 林祈恩 陳柏璁 陳羿安 蔡松佑

國女網球
單打：  (本項共 20 人報名)

許雅婷 (中興) 賴佳淯 (中興) 林亭妤 (中興) 鄧雯瑄 (日新) 洪藝庭 (日新) 黃思庭 (水里) 詹乙菁  (水里)
林芷萱 (水里) 張宇欣 (水里) 劉祐瑄 (旭光) 呂欣庭 (旭光) 賴麗守 (旭光) 盧鈺鈞 (宏仁) 梁馨藝 (宏仁)
李嘉瑄 (宏仁) 林雅琦 (南崗) 陳潔霓 (南崗) 邱加靜 (普台) 傅鈺婷 (普台) 陳思含 (營北)

雙打1：  (本項共 5 隊報名)
鄭如珊 (中興) 賴映儒 (中興) 陳語臻 (日新) 郭于瑄 (日新) 林姿妏 (旭光) 李珮綺 (旭光) 梁馨儷 (宏仁)
陳俞靜 (宏仁) 李牧容 (營北) 陳淑甄 (營北)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黃會淋 (日新) 吳佩芯 (日新) 李奕璇 (營北) 張嘉穎 (營北)

團體：  (本項共 6 隊報名)
中興國中： 許雅婷 賴佳淯 林亭妤 鄭如珊 賴映儒
日新國中： 鄧雯瑄 洪藝庭 陳語臻 郭于瑄 黃會淋 吳佩芯 洪嘉妤
水里國中： 黃思庭 詹乙菁 林芷萱 張宇欣
旭光國中部： 吳家琪 賴珍苓 林姿妏 李珮綺 劉祐瑄 呂欣庭 賴麗守
宏仁國中： 盧鈺鈞 梁馨藝 梁馨儷 陳俞靜 李嘉瑄
營北國中： 李牧容 陳淑甄 李奕璇 張嘉穎 陳思含

小男網球
單打：  (本項共 16 人報名)

張政熙 (水里) 黃群崴 (水里) 王茗揚 (水里) 黃俊博 (南投) 張士羿 (南投) 張哲瑋 (埔里) 陳柏安 (埔里)
曾是豪 (埔里) 呂彥德 (埔里) 李亯和 (埔里) 劉哲瑋 (埔里) 陳政學 (埔里) 洪裕玹 (草屯) 詹睿恩 (草屯)
吳紹瑋 (草屯) 蔡暐倫 (集集)

雙打1：  (本項共 5 隊報名)
王茗毅 (水里) 黃炯勛 (水里) 石崇柏 (竹山) 黃仁品 (竹山) 揚修 (南投) 朱彥儒 (南投) 蕭楷勳 (草屯)
邱建銘 (草屯) 王瑋 (魚池) 巫昆衛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5 隊報名)
林奎憲 (水里) 洪麒濠 (水里) 曾振威 (竹山) 林詠暐 (竹山) 楊松庭 (南投) 林子恆 (南投) 陳莊博翔 (草屯)
曾偉倫 (草屯) 王智冠 (魚池) 楊承翰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6 隊報名)
水里鄉： 張政熙 王茗毅 黃炯勛 黃群崴 王茗揚 林奎憲 洪麒濠
竹山鎮： 石崇柏 黃仁品 曾振威 林詠暐 陳俊宏 李宗維
南投市： 揚修 黃俊博 朱彥儒 張士羿 楊松庭 林子恆
埔里鎮： 張哲瑋 陳柏安 曾是豪 呂彥德 李亯和 劉哲瑋 陳政學
草屯鎮： 陳莊博翔 蕭楷勳 邱建銘 洪裕玹 詹睿恩 吳紹瑋 曾偉倫
魚池鄉： 王瑋 巫昆衛 王智冠 楊承翰 巫仁宏 袁祥閎 陳韋薰

小女網球
單打：  (本項共 6 人報名)

盧昱臻 (水里) 馬瑞辰 (水里) 洪于涵 (水里) 陳依伶 (信義) 楊詠評 (南投)  洪郁淇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4 隊報名)

施品辰 (水里) 李依澄 (水里) 蕭亦庭 (南投) 李子涵 (南投) 潘宜蓁 (草屯) 施芸杉 (草屯) 張庭萱 (魚池)
王怡文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4 隊報名)
王昱禾 (水里) 戴貞誼 (水里) 李安愉 (南投) 楊庭瑋 (南投) 賴力華 (草屯) 林欣嬡 (草屯) 王羿淳 (魚池)
康敏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水里鄉： 盧昱臻 馬瑞辰 施品辰 洪于涵 李依澄 王昱禾 戴貞誼
南投市： 蕭亦庭 李子涵 楊詠評 李安愉 楊庭瑋
草屯鎮： 賴力華 潘宜蓁 施芸杉 林柔杉 洪嫣慈  洪郁淇 林欣嬡
魚池鄉： 張庭萱 王怡文 王羿淳 康敏 馬湘芸 葛幸沂



社男軟式網球
雙打1：  (本項共 4 隊報名)

王燕杰 (水里) 簡俊溢 (水里) 張劭綸 (竹山) 劉學瑜 (竹山) 林志敏 (草屯) 鄭居倉 (草屯) 楊佳政 (魚池)
陳國輝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5 隊報名)
水里鄉： 王芳亮 李勢勇 李勢忠 黃水立 林宏斌 陳鴻澈 葉永樹 鍾賜任
竹山鎮： 余敏順 張家榮 黃俊雄 黃錦杰 陳明豐 張劭綸 劉學瑜 林英傑
南投市： 張宏祥 曾聖明 張惟能 陳金宏 黃海桐 林泳宏 陳俊仁 柯世桓
草屯鎮： 林志敏 鄭居倉 柯國慶 洪嘉謙 簡孝穎 陳典賜 林劭瑋 吳育呈
魚池鄉： 楊佳政 陳國輝 劉啟帆 蘇鴻賓 張哲千 黃囿維 黃相瑋 陳正明

社女軟式網球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陳雲霞 (水里) 陳宥瑄 (水里) 廖翊婷 (南投) 謝世英 (南投) 林秀桃 (草屯) 鄭美玉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水里鄉： 蔡燕珍 莊美娟 黃芬蘭 陳淑惠 溫珮潔 林秋玲 謝桂英 詹麗玉
南投市： 吳秀真 曹秀芬 柯梅玉 吳玉鶴 曾夙靖 鄒佳穎 廖翊婷 謝世英
草屯鎮： 林秀桃 鄭美玉 李月露 吳岱蓉 林秀絨 張秀雲 劉月桂 林素絨

國男軟式網球
單打：  (本項共 15 人報名)

鄧奇恩 (水里) 張力元 (水里) 陳巨洋 (水里) 陳麒元 (名間) 柯羽謙 (名間) 劉至庭 (名間) 劉家延 (名間)
吳凱明 (魚池) 葉育政 (魚池) 王慶喜 (魚池) 陳禹順 (魚池) 楊棋翔 (魚池) 巫孟哲 (魚池) 黃培碩 (魚池)
魏嘉均 (魚池)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鄧奇恩 (水里) 張力元 (水里) 陳麒元 (名間) 柯羽謙 (名間) 吳凱明 (魚池) 葉育政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劉至庭 (名間) 劉家延 (名間) 王慶喜 (魚池) 陳禹順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名間國中： 陳麒元 柯羽謙 劉至庭 劉家延 翁印辰 邱堂軒
魚池國中： 吳凱明 葉育政 王慶喜 陳禹順 楊棋翔 巫孟哲 黃培碩 魏嘉均

小男軟式網球
雙打1：  (本項共 5 隊報名)

謝佳恩 (水里) 黎柏緯 (水里) 邱彥鈞 (竹山) 張瑋哲 (竹山) 劉柏邑 (埔里) 李沐恩 (埔里) 陳裕豐 (草屯)
林承穎 (草屯) 巫昆衛 (魚池) 王瑋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5 隊報名)
劉家齊 (水里) 盧品叡 (水里) 張睿宏 (竹山) 葉諺融 (竹山) 林品翔 (埔里) 許方維 (埔里) 林宥豪 (草屯)
林宥陞 (草屯) 曾錦堂 (魚池) 王威程 (魚池)

雙打3：  (本項共 4 隊報名)
翁柏愷 (竹山) 石昀儒 (竹山) 陳景森 (埔里) 蘇星合 (埔里) 簡至暐 (草屯) 張右承 (草屯) 陳泓睿 (魚池)
哖宗成 (魚池)

雙打4：  (本項共 3 隊報名)
鄭睿宇 (竹山) 石昀叡 (竹山) 許詠翔 (埔里) 李東垣 (埔里) 蔡牧宸 (魚池) 楊承翰 (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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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本項共 5 隊報名)
水里鄉： 謝佳恩 黎柏緯 劉家齊 盧品叡 劉家念 辜靖 辜晴 周可韜
竹山鎮： 邱彥鈞 張瑋哲 張睿宏 葉諺融 翁柏愷 石昀儒 鄭睿宇 石昀叡
埔里鎮： 劉柏邑 李沐恩 林品翔 許方維 陳景森 蘇星合 許詠翔 李東垣
草屯鎮： 陳裕豐 林承穎 林宥豪 林宥陞 簡至暐 張右承 林冠宇 林旻翰
魚池鄉： 巫昆衛 王瑋 曾錦堂 王威程 陳泓睿 哖宗成 蔡牧宸 楊承翰 王庭槐

黃梓宸

小女軟式網球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劉家念 (水里) 辜靖 (水里) 陳思潔 (竹山) 丁怡文 (竹山) 張宇絜 (魚池) 張庭萱 (魚池)
雙打2：  (本項共 3 隊報名)

辜晴 (水里) 周可韜 (水里) 李芝萱 (竹山) 賴映儒 (竹山) 王怡文 (魚池) 王羿淳 (魚池)
雙打3：  (本項共 2 隊報名)

林潔倪 (竹山) 陳芊妤 (竹山) 康敏 (魚池) 沈明芸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竹山鎮： 陳思潔 林芊伶 李芝萱 賴映儒 林潔倪 陳芊妤 丁怡文 王景薇
魚池鄉： 張宇絜 張庭萱 王怡文 王羿淳 康敏 沈明芸



社男桌球
單打：  (本項共 16 人報名)

陳義隆 (仁愛) 何聖仁 (仁愛) 蘇隆昌 (水里) 陳殷洲 (水里) 陳威傑 (名間) 陳弘典 (名間) 劉憲仁 (竹山)
蔡宗衛 (竹山) 張朝舜 (南投) 謝睿中 (南投) 李至峰 (埔里) 莊鴻專 (埔里) 林杉評 (草屯) 連富吉 (草屯)
李翊銘 (鹿谷) 黃建都 (鹿谷)

雙打1：  (本項共 6 隊報名)
何萬善 (仁愛) 高金全 (仁愛) 沈明哲 (水里) 林春明 (水里) 簡呈哲 (竹山) 林冠甫 (竹山) 張維鈞 (南投)
卓 儇 (南投) 潘世尊 (埔里) 夏培倫 (埔里) 洪偉嘉 (草屯) 簡健國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6 隊報名)
何萬鈞 (仁愛) 劉忠智 (仁愛) 林新豊 (水里) 張健原 (水里) 陳博隃 (竹山) 何國清 (竹山) 張舜涵 (南投)
黃柏喻 (南投) 羅煙平 (埔里) 李毓 (埔里) 林信呈 (草屯) 林信佑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8 隊報名)
仁愛鄉： 陳義隆 鄭文德 何萬鈞 何聖仁 何萬善 高金全 田周明 劉忠智
水里鄉： 陳士群 沈明哲 林新豊 張健原 蘇隆昌 吳承志 陳殷洲 林春明
名間鄉： 余炳源 吳銘傳 吳福正 吳文宇 陳明政 陳威傑 陳弘典
竹山鎮： 劉憲仁 李明遠 蔡宗衛 陳博隃 李丞軒 簡呈哲 林冠甫 何國清
南投市： 張維鈞 張舜涵 黃柏喻 張朝舜 卓 儇 謝睿中 吳晉宇 許育軒
埔里鎮： 謝文賢 莊鴻專 潘世尊 羅煙平 李至峰 夏培倫 張華驎 李毓
草屯鎮： 林杉評 連富吉 洪偉嘉 簡健國 林信呈 林信佑 李建華 林柏杰 吳宗亮
鹿谷鄉： 黃雲鵬 嚴晃灝 李翊銘 黃建都 蕭育翔 林進益 黃建學 黃維新

社女桌球
單打：  (本項共 8 人報名)

林婷玉 (仁愛) 許瑞娟 (仁愛) 廖淑琼 (水里) 簡英竹 (水里) 張正秋 (南投) 吳菁菁 (南投) 林淑卿 (草屯)
石珍華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4 隊報名)
田雅君 (仁愛) 黃詠心 (仁愛) 林佳穎 (水里) 林炎周 (水里) 周麗華 (南投) 古佩錡 (南投) 周秀茹 (草屯)
石良彩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4 隊報名)
杜彩霞 (仁愛) 廖烜 (仁愛) 周惠珠 (水里) 簡旭志 (水里) 李翊綾 (南投) 劉子榕 (南投) 賴妙貞 (草屯)
白淑玲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鄉： 林婷玉 杜彩霞 田雅君 許瑞娟 廖烜 陳秋鳳 黃詠心 張秀蘭
水里鄉： 許麗珍 廖淑琼 莊金月 林佳穎 林炎周 周惠珠 簡旭志 簡英竹
南投市： 周麗華 李翊綾 張正秋 劉子榕 林郁芯 吳菁菁 古佩錡 林卉庭
草屯鎮： 周秀茹 石良彩 王琳瑤 林淑卿 石珍華 賴妙貞 白淑玲 許育瑄

高男桌球
單打：  (本項共 6 人報名)

謝政洋 (同德) 李育綸 (旭高) 李博凱 (旭高) 陳聖暐  (投高) 林祐辰 (投高) 林祐霆 (普台)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李恩 (同德) 莊舜傑 (旭高) 楊翔元 (旭高) 蒲炯臣  (投高) 羅裕崴     (投高)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潘漢賓 (同德) 廖得宇 (旭高) 楊晟右 (旭高)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旭光高中部： 李育綸 李博凱 莊舜傑 楊翔元 廖得宇 楊晟右
南投高中： 蒲炯臣 羅裕崴    陳聖暐 林祐辰

高女桌球
單打：  (本項共 5 人報名)

李皇誼 (三高) 張侑真 (中興) 張瀞文 (旭高) 張雅智 (投商) 謝佩軒 (投商)
雙打1：  (本項共 2 隊報名)

莊玟婷 (旭高) 廖婕妤 (旭高) 洪珮綺 (投商) 張祐慈 (投商)

國男桌球
單打：  (本項共 22 人報名)

王韋喆 (中寮) 陳久凱 (中寮) 廖健宏 (中寮) 黃塏竣 (中寮) 廖翰楨 (中寮) 林柏杰 (中興) 李翊誠 (中興)
莊爵隆 (日新) 柯廷儒 (日新) 洪瑞辰 (日新) 吳育詳 (日新) 李亦蒼 (旭光) 鄭光佑 (旭光) 簡呈哲 (竹山)
林冠甫 (竹山) 陳威傑 (南投) 林翰呈 (南投) 張文誠 (南崗) 魏丞遠 (南崗) 莊敦曄 (國姓) 翁瑋杉 (普台)
徐薪格 (普台)

雙打1：  (本項共 7 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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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斌 (大成) 方璿驊 (大成) 林冠宇 (中興) 林凱勝 (中興) 李冠均 (日新) 洪廷嘉 (日新) 沈成儒 (旭光)
余知彰 (旭光) 余天澄 (南投) 陳泓宇 (南投) 黃弘霖 (國姓) 張映程 (國姓) 林琦淵 (普台) 王為銓 (普台)

雙打2：  (本項共 5 隊報名)
蕭仲翔 (中興) 邱愷筌 (中興) 劉政宗 (日新) 黃敦毓 (日新) 黎明翰 (南投) 陳昱豪 (南投) 廖伊盛 (南崗)
陳柏任 (南崗) 夏翊展 (國姓) 劉頤儒 (國姓)

團體：  (本項共 9 隊報名)
中寮國中： 王韋喆 陳久凱 廖健宏 黃塏竣 廖翰楨
中興國中： 林柏杰 林冠宇 林凱勝 蕭裕澍 陳冠霖 蕭仲翔 邱愷筌 李翊誠
日新國中： 李冠均 劉政宗 黃敦毓 洪廷嘉 洪瑞辰
旭光國中部： 李亦蒼 沈成儒 余知彰 鄭光佑
竹山國中： 簡呈哲 林冠甫 林辰龍 辜颂傑 楊子賢 葉建佑
南投國中： 游子賢 杜柏寬 陳威傑 余天澄 陳泓宇 黎明翰 陳昱豪 林翰呈
南崗國中： 蔡沖 朱峻廷
國姓國中： 莊敦曄 黃弘霖 張映程 夏翊展 劉頤儒
普台國中： 翁瑋杉 林琦淵 徐薪格 王為銓

國女桌球
單打：  (本項共 12 人報名)

林郁芯 (中興) 陳思穎 (旭光) 鄧丁妍 (旭光) 蕭亦鈞 (南投) 陳鶴齡 (南投) 廖真 (南崗) 陳羽慈 (南崗)
張華瑄 (埔里) 蕭鈺庭 (國姓) 陳芷妤 (國姓) 蕭妤靜 (瑞竹) 張家佳 (瑞竹)

雙打1：  (本項共 5 隊報名)
劉子榕 (中興) 李翊綾 (中興) 張婷貞 (旭光) 張馨心 (旭光) 陳羿蓁 (南投) 施培瑜 (南投) 施盈妤 (國姓)
王靜涵 (國姓) 蕭妤真 (瑞竹) 高辛宜 (瑞竹)

雙打2：  (本項共 4 隊報名)
李汶心 (旭光) 吳心妤 (旭光) 廖堉均 (南崗) 許宸瑄 (南崗) 楊于箴 (國姓) 張純嘉 (國姓) 林于萱 (瑞竹)
林紫薇 (瑞竹)

團體：  (本項共 6 隊報名)
中興國中： 林郁芯 劉子榕 李翊綾 陳姝蓉 簡晨芸
旭光國中部： 張婷貞 李汶心 吳心妤 陳思穎 鄧丁妍 張馨心
南投國中： 蕭亦鈞 柯欣瑜 陳鶴齡 廖子瑋 陳羿蓁 施培瑜
南崗國中： 陳唯心 林子媛
國姓國中： 蕭鈺庭 陳芷妤 施盈妤 王靜涵 楊于箴 張純嘉
瑞竹國中： 蕭妤真 高辛宜 林于萱 林紫薇 蕭妤靜 張家佳

小男桌球
單打：  (本項共 11 人報名)

廖健德 (中寮) 陳鉑勳 (中寮) 林昱庭 (竹山) 林昱竑 (竹山) 施宏諺 (南投) 蔡宇霆 (南投) 劉柏邑 (埔里)
林子靖 (草屯) 羅奕喬 (草屯) 余偉安 (國姓) 賴宗儀 (國姓)

雙打1：  (本項共 5 隊報名)
岳鑫宏 (竹山) 塗皓珽 (竹山) 陳宣澔 (南投) 蔡恩宇 (南投) 李承祐 (埔里) 邱垂均 (埔里) 鄧鈞鎧 (草屯)
詹旭昇 (草屯) 何詰富 (國姓) 詹凱淯 (國姓)

雙打2：  (本項共 3 隊報名)
陳亮祁 (南投) 吳宇哲 (南投) 賴柏仁 (草屯) 藍又誠 (草屯) 賴俞佑 (國姓) 黃致揚 (國姓)

團體：  (本項共 5 隊報名)
中寮鄉： 廖健德 陳鉑勳 張羅以 曾增仁
竹山鎮： 岳鑫宏 塗皓珽 陳世杰 林昱庭 林昱竑
南投市： 陳宣澔 施宏諺 蔡宇霆 蔡恩宇 陳亮祁 吳宇哲 蘇冠宇 賴冠廷
草屯鎮： 鄧鈞鎧 林子靖 詹旭昇 賴柏仁 藍又誠 張維希 羅奕喬 張哲諺
國姓鄉： 何詰富 余偉安 余偉帆 詹凱淯 陳融星 賴俞佑 賴宗儀 黃致揚

小女桌球
單打：  (本項共 14 人報名)

田若含 (中寮) 汪辰珊 (中寮) 陳睿瑜 (名間) 鄭名倫 (名間) 岳俐妏 (竹山) 范靜鈺 (竹山) 吳旻蓁 (南投)
陳心慈 (南投) 桂語彤 (埔里) 傅羽白 (埔里) 張倍飴 (草屯) 楊雯綺 (草屯) 蘇余軒 (國姓) 張馨予 (國姓)

雙打1：  (本項共 6 隊報名)
陳峪稜 (名間) 陳奕萱 (名間) 楊心富 (竹山) 張嘉蒓 (竹山) 張若琳 (南投) 李品欣 (南投) 張本芊 (埔里)
劉芷希 (埔里) 白欣平 (草屯) 鄭雅羽 (草屯) 黃恩新 (國姓) 陳宣妤 (國姓)

雙打2：  (本項共 4 隊報名)
溫聿茵 (南投) 吳彥臻 (南投) 葉玟岐 (埔里) 劉芸姍 (埔里) 許嘉恩 (草屯) 李宜安 (草屯) 黃恩臨 (國姓)
黃淽沄 (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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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本項共 7 隊報名)
中寮鄉： 田若含 汪辰珊 林芊俞 劉玥彤 張邵慈
名間鄉： 陳睿瑜 鄭名倫 陳峪稜 陳奕萱
竹山鎮： 岳俐妏 范靜鈺 楊心富 張嘉蒓
南投市： 張若琳 吳旻蓁 陳心慈 溫聿茵 李品欣 吳彥臻 梁馨 蔡佳恩
埔里鎮： 桂語彤 傅羽白 張本芊 劉芷希 葉玟岐 劉芸姍 張家蓁 竇珮慈
草屯鎮： 張倍飴 楊雯綺 白欣平 鄭雅羽 許嘉恩 李宜安 林瑀彤 石廷羽
國姓鄉： 蘇余軒 張馨予 張以昕 黃恩新 陳宣妤 黃恩臨 黃淽沄 巫琦瑋

社會桌球
混雙1：  (本項共 12 隊報名)

陳秋鳳 (仁愛) 田周明 (仁愛) 陳士群 (水里) 許麗珍 (水里) 吳晉宇 (南投) 林卉庭 (南投) 張華驎 (埔里)
張華瑄 (埔里) 吳宗亮 (草屯) 王琳瑤 (草屯) 簡正閔 (國姓) 謝佩樺 (國姓)

混雙2：  (本項共 10 隊報名)
張秀蘭 (仁愛) 鄭文德 (仁愛) 吳承志 (水里) 莊金月 (水里) 許育軒 (南投) 林郁芯 (南投) 李建華 (草屯)
許育瑄 (草屯) 鍾亭韋 (國姓) 石幸真 (國姓)

國中桌球
混雙1：  (本項共 4 隊報名)

陳冠霖 (中興) 簡晨芸 (中興) 游子賢 (南投) 廖子瑋 (南投)
混雙2：  (本項共 2 隊報名)

杜柏寬 (南投) 柯欣瑜 (南投)

國小桌球
混雙1：  (本項共 10 隊報名)

陳綵盈 (名間) 陳清琳 (名間) 蘇冠宇 (南投) 梁馨 (南投) 張家蓁 (埔里) 潘睿毅 (埔里) 林瑀彤 (草屯)
張維希 (草屯) 余偉帆 (國姓) 張以昕 (國姓)

混雙2：  (本項共 8 隊報名)
賴冠廷 (南投) 蔡佳恩 (南投) 竇珮慈 (埔里) 姜良育 (埔里) 石廷羽 (草屯) 張哲諺 (草屯) 陳融星 (國姓)
巫琦瑋 (國姓)



社男羽球
單打：  (本項共 9 人報名)

蘇琮筆 (竹山) 吳丞恩  (竹山) 潘程唯 (埔里) 陳昱鈞 (埔里) 李軒宇 (草屯) 蕭立烜 (草屯) 賴子傑 (國姓)
王尚仁 (國姓)

雙打1：  (本項共 2 隊報名)
劉冠騏 (竹山) 羅貫中 (竹山) 李鴻明 (草屯) 林鈺峰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楊家豪 (竹山) 王寶發 (竹山) 吳昂論 (草屯) 白政翰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竹山鎮： 楊家豪 蘇琮筆 陳勇任 莊宗達  劉冠騏 王寶發 羅貫中 吳丞恩 
草屯鎮： 李鴻明 林鈺峰 吳昂論 白政翰 李軒宇 蕭立烜 莊樸生 白宗翰

社女羽球
單打：  (本項共 4 人報名)

林詠芳 (竹山) 余芷瑄 (竹山) 洪恩慈 (草屯) 吳周怡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2 隊報名)

許盈于 (竹山) 林詣軒 (竹山) 簡思榕 (草屯) 張雅媚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吳彗瑜 (竹山) 陳芝晴    (竹山) 李若寧 (草屯) 李岑陵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竹山鎮： 許盈于 吳彗瑜 吳昕彌 林詠芳 余芷瑄 林詣軒 陳逸潔 陳芝晴   
草屯鎮： 洪恩慈 吳周怡 簡思榕 張雅媚 李若寧 李岑陵 李邡瑀

高男羽球
單打：  (本項共 9 人報名)

陳新諺 (五高) 羅崇恩 (五高) 吳敬堯 (同德) 曾昱仁 (旭高) 曾昱倫 (旭高) 吳思昀 (竹高) 陳翰毅 (竹高)
蔡孟翰   (投高) 張育嘉 (投高)

雙打1：  (本項共 4 隊報名)
吳睿剛 (五高) 羅崇恩 (五高) 黃冠勳 (旭高) 魏翊丞 (旭高) 林禹丞 (竹高) 張瀞元 (竹高) 張育誠  (投高)
陳琨翰 (投高)

雙打2：  (本項共 1 隊報名)
陳仲廷 (竹高) 林冠宇 (竹高)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旭光高中部： 曾昱仁 曾昱倫 黃冠勳 魏翊丞
竹山高中： 吳思昀 陳翰毅 林禹丞 張瀞元 陳仲廷 林冠宇
南投高中： 洪偉誠  張育嘉 張育誠 陳琨翰
草屯商工： 周信元 吳旻儒 劉家喻 羅暉儒 盧冠瑜

高女羽球
單打：  (本項共 4 人報名)

李芷萱 (旭高) 孫鈺婷 (竹高) 廖芳琦 (竹高) 林欣蓓 (草商)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徐晨芯 (旭高) 林佳蓉 (旭高) 許盈于 (竹高) 許雅婷 (竹高) 洪詩芸 (草商) 洪子芸 (草商)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旭光高中部： 李芷萱 徐晨芯 林佳蓉 張庭楨 蔣佳旻
竹山高中： 孫鈺婷 廖芳琦 許盈于 許雅婷
草屯商工： 林欣蓓 李宛亭 洪詩芸 洪子芸 曾淳鈺

國男羽球
單打：  (本項共 15 人報名)

王湧林 (中寮) 張式宇 (中寮) 吳家誠 (中興) 林岑修 (中興) 沈育群 (日新) 王尚仁 (北山) 賴子傑 (北山)
黃奕凱 (旭光) 李昀桓 (旭光) 陳呈錡 (延和) 朱崑毓 (延和) 張彥勝 (南投) 林哲謙 (南投) 何宗翰 (草屯)
李秉恩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7 隊報名)
簡廷恩 (中寮) 范陞宥 (中寮) 吳家誠 (中興) 林岑修 (中興) 陳柏叡 (北山) 韋崇宇 (北山) 張家誠 (旭光)
李昱翰 (旭光) 朱銘浩 (延和) 廖柏宇 (延和) 謝竹勝 (南投) 邱聖元 (南投) 李岳霖 (草屯) 古家昇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6 隊報名)
徐志輝 (中寮) 張宇翔 (中寮) 陳柏汎 (北山) 黃仲逸 (北山) 莊覲詮 (旭光) 吳宗瑋 (旭光) 陳健凱 (延和)
王如均 (延和) 石炘弘 (南投) 紀秉昂 (南投) 吳剛慶 (草屯) 蔡政佑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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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本項共 7 隊報名)
中寮國中： 王湧林 簡廷恩 范陞宥 張式宇
日新國中： 沈育群
北山國中： 王尚仁 賴子傑 陳柏叡 韋崇宇 陳柏汎 黃仲逸
旭光國中部： 張家誠 李昱翰 莊覲詮 吳宗瑋 黃奕凱 李昀桓
延和國中： 陳呈錡 朱崑毓 朱銘浩 廖柏宇 陳健凱 王如均
南投國中： 張彥勝 林哲謙 謝竹勝 邱聖元 石炘弘 紀秉昂
草屯國中： 何宗翰 李岳霖 吳剛慶 蔡政佑 李秉恩 古家昇

國女羽球
單打：  (本項共 7 人報名)

廖佩軫 (中興) 張雅欣 (中興) 劉芳圻 (北山) 李宇羚 (旭光) 李佳軒 (旭光) 李忻芸 (延和) 蔡佳妤 (延和)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廖佩軫 (中興) 張雅欣 (中興) 周昕鈺 (旭光) 賴珍苓 (旭光) 陳芝晴 (延和) 吳彗瑜 (延和)
雙打2：  (本項共 1 隊報名)

陳郁羚 (延和) 陳郁屏 (延和)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旭光國中部： 周昕鈺 賴珍苓 李宇羚 李佳軒
延和國中： 李忻芸 蔡佳妤 陳芝晴 吳彗瑜 陳郁羚 陳郁屏

小男羽球
單打：  (本項共 8 人報名)

熊陞宇 (竹山) 林嘉彥 (竹山) 郭宸豪 (南投) 蕭仲凱 (南投) 鄭楷 (埔里) 張祐欣 (埔里) 陳昱廷 (草屯)
蔡承翰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4 隊報名)
王顗銘 (竹山) 劉宗承 (竹山) 張斌全 (南投) 廖柏翔 (南投) 黃子源 (埔里) 羅紹恩 (埔里) 蔡向軒 (草屯)
賴柏佑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4 隊報名)
陳仲筠 (竹山) 江尚育 (竹山) 何信諺 (南投) 廖柏丞 (南投) 林子烜 (埔里) 廖柏鈞 (埔里) 李啟豪 (草屯)
黃德政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竹山鎮： 熊陞宇 陳仲筠 江尚育 王顗銘 林嘉彥 劉宗承
南投市： 郭宸豪 蕭仲凱 張斌全 廖柏翔 何信諺 廖柏丞
埔里鎮： 鄭楷 張祐欣 黃子源 羅紹恩 林子烜 廖柏鈞
草屯鎮： 蔡向軒 賴柏佑 李啟豪 黃德政 陳昱廷 蔡承翰

小女羽球
單打：  (本項共 6 人報名)

陳宥蓁 (竹山) 陳宥蓉 (竹山) 張芳慈 (南投) 廖珈恩 (南投) 江羽棠 (草屯) 林育丞 (草屯)
雙打1：  (本項共 3 隊報名)

吳佳恩 (竹山) 江於恬 (竹山) 吳羽軒 (南投) 廖彩伶 (南投) 李方馨 (草屯) 洪子苓 (草屯)
雙打2：  (本項共 2 隊報名)

陳渝婷 (竹山) 劉宇真 (竹山) 許乃文 (草屯) 林潔婕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竹山鎮： 陳宥蓁 陳宥蓉 吳佳恩 江於恬 陳渝婷 劉宇真
南投市： 張芳慈 廖珈恩 吳羽軒 廖彩伶 鐘珮云
草屯鎮： 李方馨 洪子苓 許乃文 林潔婕 江羽棠 林育丞



社男摔角
第四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高亞昇 (草屯) 楊志煒 (集集)
第五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谷寞函 (草屯) 陳冠霖 (集集)
第八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洪靖閔 (草屯) 陳亮穎 (集集)
第九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石俊彥 (草屯) 杜文龍 (集集)
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林琮昱 (草屯) 王罕羽 (集集)

國男摔角
第一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董立楷 (南崗) 施承希 (草屯) 簡新祐 (草屯) 洪銘均 (草屯) 王宇玄 (草屯) 洪偉智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王宇岑 (草屯) 全仲坤 (草屯) 松子均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林立洋 (草屯) 林祐任 (草屯)
第四級：  (本項共 8 人報名)

張祐祥 (南崗) 陳立穎 (南崗) 陳韋呈 (南崗) 廖棟賢 (南崗) 松耀宗 (草屯) 金偉翔 (草屯) 谷寞函 (草屯)
余懷恩 (草屯)

第五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林琮昱 (草屯) 白嘉敬 (草屯) 李倉耀 (草屯) 黃裕麟 (草屯)

第八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陳彥翔 (南崗) 石俊彥 (草屯) 高亞昇 (草屯)

第十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張涵鈞 (南崗) 陳俞亘 (南崗) 吳嘉恩 (南崗) 張皓文 (草屯) 王嘉誠 (草屯) 張翔宇 (草屯)

第六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賴冠宇 (南崗) 張登煌 (南崗) 洪靖閔 (草屯) 謝瑋杰 (草屯)

國女摔角
第一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王芯愛 (草屯) 蘭芷綾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李依婕 (草屯) 張喬恩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田巧 (草屯) 伍雨晨 (草屯)
第五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谷孝蓉 (草屯) 楊寧 (草屯)
第八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楊可親 (草屯) 鄭予涵 (草屯)
第十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田嘉卉 (草屯) 金雅萱 (草屯)
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凌婕 (草屯) 全唐鈺晏 (草屯)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摔角比賽名單



社男跆拳道
54公斤級：  (本項共 9 人報名)

林昱文 (中寮) 李謙 (仁愛) 林政誼 (竹山) 谷皓維 (信義) 廖家德 (南投) 陳昱材 (埔里) 張昱翔 (草屯)
胡晉銓 (國姓) 莊軼鈜 (魚池)

58公斤級：  (本項共 9 人報名)
田家誠 (中寮) 陳軍 (仁愛) 潘國豪 (竹山) 元思悍 (信義) 許晉維 (南投) 周廷 (埔里) 傅子豪 (草屯)
劉均罡 (國姓) 巫信遠 (魚池)

63公斤級：  (本項共 8 人報名)
田伯鈞 (中寮) 李嘉華 (仁愛) 林孟修 (竹山) 甘穎熏 (信義) 劉奕緯 (南投) 高國華 (草屯) 廖育憲 (國姓)
黃俊嘉 (魚池)

68公斤級：  (本項共 8 人報名)
李証諺 (中寮) 高澧福 (仁愛) 許劭銘 (竹山) 全吉祥 (信義) 李昊恩 (南投) 徐嘉祥 (埔里) 許明宏 (草屯)
劉子譽 (國姓)

74公斤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謝汯潾 (中寮) 李嘉豪 (仁愛) 蔡浩民 (竹山) 胡瑋哲 (南投) 楊祥偉 (草屯) 蔡正洋 (國姓) 蔡秉樺 (魚池)

80公斤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蕭翔安 (中寮) 孫浩文 (仁愛) 張鎭 (竹山) 李松霖 (草屯) 葉峰銘 (國姓)

87公斤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江建均 (中寮) 張亞君 (竹山) 吳承霖 (竹山) 陳政鴻 (南投) 羅政恩 (埔里) 吳政昱 (埔里) 江柏霖 (草屯)

87公斤級以上：  (本項共 3 人報名)
吳承霖 (竹山) 吳政昱 (埔里) 江柏霖 (草屯)

社女跆拳道
46公斤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江易真 (中寮) 張楚媛 (名間) 陳子萱 (竹山) 劉佩怡 (南投) 周怡璇 (埔里) 楊于箴 (國姓) 張嫺姍 (魚池)
49公斤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金宜娟 (仁愛) 張紫玲 (竹山) 武庭妤 (南投) 翁庭 (埔里) 洪幼婷 (草屯) 劉瓔葦 (國姓) 劉佳琳 (魚池)
53公斤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張珮筠 (中寮) 卓伶 (仁愛) 蘇湘鈞 (竹山) 簡名彣 (南投) 蕭靖璇 (埔里) 林肇涵 (草屯) 彭茹蕙 (國姓)
57公斤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林可芸 (仁愛) 黃馨卉 (竹山) 法麗思塔娜比瑪 (信義)官芷薇 (埔里) 李欣茹 (草屯) 蔡佩穎 (國姓)
62公斤級：  (本項共 8 人報名)

蕭凱憶 (中寮) 王倩茹 (仁愛) 葉妍欣 (竹山) 全夢君 (信義) 徐孟吟 (埔里) 吳思瑾 (草屯) 蔡欣航 (國姓)
楊子霈 (魚池)

67公斤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吳佳瑜 (中寮) 左宛靈 (仁愛) 黃奕崡 (竹山) 甘綺萱 (信義) 白秀英 (南投) 劉羽涵 (國姓)

73公斤級：  (本項共 9 人報名)
吳紫伊 (仁愛) 陳正君 (名間) 廖妍瑄 (名間) 李宥儀 (竹山) 吳庭綺 (竹山) 松紹儀 (信義) 陳育絨 (埔里)
魏于雯 (埔里) 張育婷 (國姓)

73公斤級以上：  (本項共 4 人報名)
吳紫伊 (仁愛) 廖妍瑄 (名間) 吳庭綺 (竹山) 陳育絨 (埔里)

高男跆拳道
54公斤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胡晉銓 (旭高) 陳昱材 (埔工) 吳啟宏 (草商)
58公斤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李謙 (埔工) 鄧良晨 (草商)
63公斤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李嘉華 (埔工) 陳建璋 (草商)
68公斤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李昊恩 (投商) 許明宏 (草商)
74公斤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蔡政洋 (中興) 孫浩文 (埔工) 全吉祥 (草商)

高女跆拳道
46公斤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孫楚媛 (投高) 翁庭 (埔工) 林淑蓉 (草商)
49公斤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張嫺姍 (三高) 金宜娟 (埔工) 杜昀靜 (草商) 劉佳琳 (暨中)
57公斤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蔡佩穎 (同德) 官芷薇 (埔工) 謝佩汶 (草商)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跆拳道比賽名單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跆拳道比賽名單

國男跆拳道
45.00公斤以下：  (本項共 8 人報名)

李証諺 (中寮) 林家安 (日新) 張允綸 (北山) 谷佳年 (民和) 林煜展 (延和) 陳羿鈞 (南崗) 紀崴 (埔里)
王瑞彬 (魚池)

45.01-48.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陳柏嘉 (北山) 全俊賓 (民和) 洪秉毅 (旭光) 江旻哲 (宏仁) 陳炫熙 (延和) 邱冠華 (南崗) 陳仕驤 (埔里)
李永安 (集集)

48.01-51.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林昱文 (中寮) 陳俊樺 (北山) 全彥威 (民和) 黃健瑄 (宏仁) 王聖傑 (延和) 簡建豪 (南崗) 古凱翔 (埔里)
劉辰田 (鹿谷)

51.01-55.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田家誠 (中寮) 王譯鴻 (中興) 幸澤霖 (民和) 洪尉棚 (旭光) 林柏宇 (延和) 張恩豪 (南崗) 陳軍 (埔里)

55.01-59.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田伯鈞 (中寮) 司曄瑋 (民和) 陳恩齊 (宏仁) 張家豪 (延和) 詹崴棟 (南崗) 張晏齊 (埔里) 張志榮 (草屯)
王文呈 (魚池)

59.01-63.00公斤：  (本項共 4 人報名)
全麒豪 (民和) 許程傑 (延和) 張俊 (埔里) 廖育憲 (國姓)

63.01-68.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廖柏翔 (日新) 金永祖 (民和) 黄焌凱 (延和) 徐嘉祥 (埔里) 曾子嘉 (草屯) 劉子譽 (國姓)

68.01-73.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幸浩恩 (民和) 張浚維 (延和) 蕭翔安 (南崗) 高翊瑋 (草屯) 葉欣龍 (國姓) 蔡秉樺 (魚池)

73.01-78.00公斤：  (本項共 3 人報名)
謝汯潾 (中寮) 陳冠億 (延和) 陳治元 (南崗)

78.01公斤以上：  (本項共 8 人報名)
江建均 (中寮) 林廷叡 (中興) 幸于辰 (民和) 林冠宇 (旭光) 羅政恩 (宏仁) 陳承佑 (延和) 張天佑 (南崗)
劉秉軒 (國姓)

國女跆拳道
42.00公斤以下：  (本項共 5 人報名)

溫以辰 (中寮) 劉佳琪 (宏仁) 馬妤昕 (延和) 張宴菁 (南崗) 張珮萱 (國姓)
42.01-44.00公斤：  (本項共 2 人報名)

游雅智 (中寮) 李宥儀 (延和)
44.01-46.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白穎鈺 (中寮) 翁芳婷 (宏仁) 吳庭綺 (延和) 陳旻苹 (南崗) 胡家芸 (埔里) 楊于箴 (國姓)
46.00-49.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陳盈安 (中寮) 武庭妤 (中興) 林楷紋 (日新) 林詠新 (延和) 劉佩怡 (南崗) 石芮恩 (埔里) 石欣宜 (草屯)
劉瓔葦 (國姓)

49.01-52.00公斤：  (本項共 9 人報名)
蕭靖璇 (大成) 林子暄 (日新) 甘綺芸 (民和) 張紫玲 (延和) 李佩儀 (南崗) 卓伶 (埔里) 林肇渝 (草屯)
彭茹蕙 (國姓) 洪子苓 (營北)

52.01-55.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楊衣宸 (日新) 幸芷微 (民和) 蘇湘鈞 (延和) 林可芸 (埔里) 陳鈺芳 (草屯) 林映萱 (國姓) 白佩芸 (營北)

55.01-59.00公斤：  (本項共 4 人報名)
陳佳雪 (大成) 金亞竹 (民和) 蕭凱憶 (南崗) 王倩茹 (埔里)

59.01-63.00公斤：  (本項共 3 人報名)
吳佳瑜 (中寮) 劉羽涵 (北山) 楊子霈 (魚池)

63.01-68.00公斤：  (本項共 4 人報名)
王櫻儒 (延和) 陳正君 (南崗) 左宛靈 (埔里) 蔡欣航 (國姓)

68.01公斤以上：  (本項共 5 人報名)
廖妍瑄 (中興) 歐昀蓉 (旭光) 魏于雯 (埔里) 張育婷 (國姓) 劉姵瑄 (鹿谷)

小男跆拳道
23.01-25.00公斤：  (本項共 11 人報名)

李聖瑋 (仁愛) 陳梓昂 (名間) 張皓閏 (竹山) 司曄箴 (信義) 邱冠綸 (南投) 曾之恆 (埔里) 許閔舜 (草屯)
林建翰 (國姓) 陳冠澔 (魚池) 康祐瑞 (鹿谷) 胡鈞泓 (集集)

25.01-27.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葉宇揚 (名間) 林祐德 (竹山) 谷少夆 (信義) 李福祐 (南投) 黃力弘 (埔里) 林均彥 (草屯) 陳冠中 (國姓)
莊智帆 (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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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29.00公斤：  (本項共 9 人報名)
陳鵬羽 (仁愛) 賴竒龍 (名間) 陳冠祐 (竹山) 蔡文凱 (南投) 蔡榮哲 (埔里) 盧柏翰 (草屯) 劉舒愷 (國姓)
蘇毅宗 (鹿谷) 王柏鈞 (集集)

29.01-31.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呂元皓 (仁愛) 莊景程 (名間) 葉穎捷 (竹山) 劉昀杰 (南投) 田沐恩 (埔里) 林敬桐 (草屯) 巫家樑 (國姓)
胡鈞浩 (集集)

31.01-34.00公斤：  (本項共 11 人報名)
張昊宇 (仁愛) 吳緯恩 (名間) 李宥霆 (竹山) 司曄恩 (信義) 黃暐恒 (南投) 施宸羽 (埔里) 李彥璟 (草屯)
龎羽崧 (國姓) 洪敏智 (魚池) 林煒儒 (鹿谷) 游炯騫 (集集)

34.01-37.00公斤：  (本項共 9 人報名)
李聖鴻 (仁愛) 陳威凱 (名間) 劉俊圻 (竹山) 幸恩 (信義) 詹家凱 (南投) 葉哲尉 (埔里) 林光哲 (草屯)
林建憲 (國姓) 林譽展 (鹿谷)

37.01-40.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紀紹宇 (仁愛) 李錦榮 (名間) 吳顗瓀 (竹山) 全哲瑋 (信義) 陳嘉曄 (南投) 林佳蔚 (埔里) 鄧雨正 (草屯)
黃柏璋 (魚池)

40.01-44.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洪彥愷 (仁愛) 石濬輔 (名間) 林凱璋 (竹山) 全冠杰 (信義) 洪暐智 (草屯) 蕭芑杰 (國姓) 伍凱恩 (集集)

44.01-48.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陳旻漢 (名間) 林育騰 (竹山) 幸杰 (信義) 潘庭維 (埔里) 李宥宸 (草屯) 吳博軒 (國姓)

48.01-53.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吳峻毅 (名間) 陳柏廷 (竹山) 全哲雄 (信義) 鐘柏凱 (南投) 邱柏翔 (埔里) 簡亮庭 (草屯) 蔡旻科 (國姓)

53.01-58.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陳彥竹 (中寮) 林政玟 (竹山) 葉政威 (南投) 羅兆翔 (埔里) 林立倫 (草屯) 羅仕杰 (國姓)

58.01-68.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林勇坤 (名間) 紀茗弦 (竹山) 司曄宇 (信義) 陳冠穎 (南投) 胡祐銡 (埔里) 曾忠玄 (國姓) 黃士鑫 (魚池)

小女跆拳道
23.01-25.00公斤：  (本項共 4 人報名)

張竺螢 (名間) 芮孟鎂 (竹山) 陳妤函 (南投) 李慧玲 (國姓)
25.01-27.00公斤：  (本項共 6 人報名)

謝旻言 (名間) 游穎欣 (竹山) 林倍辰 (南投) 鍾欣妤 (草屯) 翁儷瑜 (國姓) 方姿淇 (鹿谷)
27.01-29.00公斤：  (本項共 9 人報名)

陳俐澖 (水里) 吳湘琪 (名間) 江柏諭 (竹山) 廖梓槿 (南投) 古子晴 (埔里) 鍾欣汝 (草屯) 范妤恩 (國姓)
林家嫻 (鹿谷) 楊翊靖 (集集)

29.01-31.00公斤：  (本項共 11 人報名)
李夢璇 (仁愛) 陳奕穎 (水里) 吳梓筠 (名間) 許恩慈 (竹山) 松齊稅 (信義) 黃曼慈 (南投) 羅忠怡 (埔里)
李若宇 (草屯) 謝依玲 (國姓) 蔡永晶 (魚池) 林家羽 (鹿谷)

31.01-34.00公斤：  (本項共 8 人報名)
湯心恩 (仁愛) 黃婉瑀 (名間) 楊惠橋 (竹山) 石采芸 (南投) 陳姿絃 (埔里) 許譯心 (草屯) 徐語襄 (國姓)
林芷瑩 (鹿谷)

34.01-37.00公斤：  (本項共 5 人報名)
洪欣妘 (仁愛) 賴怡萱 (名間) 王景薇 (竹山) 張雅晴 (南投) 洪暄旻 (草屯)

37.01-40.00公斤：  (本項共 5 人報名)
吳函霓 (名間) 林羽宸 (竹山) 蘇芷妤 (埔里) 洪瑞瑜 (草屯) 范妤玟 (國姓)

40.01-43.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洪霈歆 (仁愛) 黃丹榆 (水里) 吳佳恩 (竹山) 曾子芸 (南投) 翁嘉嬨 (埔里) 洪禎茹 (草屯) 張鈺 (國姓)

43.01-46.00公斤：  (本項共 7 人報名)
吳妤涵 (仁愛) 松于庭 (水里) 吳昱晴 (名間) 陳俞君 (竹山) 林青樺 (南投) 徐芷宣 (埔里) 林俐妤 (國姓)

46.01-50.00公斤：  (本項共 5 人報名)
田孟慈 (中寮) 謝旻家 (名間) 張育緁 (竹山) 林敬慈 (埔里) 全育瑄 (國姓)

50.01-54.00公斤：  (本項共 4 人報名)
湯心亞 (仁愛) 蔡佳恩 (竹山) 曾佳雁 (國姓) 柯亮舟 (集集)

54.01-64.00公斤：  (本項共 3 人報名)
余姿涵 (仁愛) 張婕柔 (水里) 陳喬安 (竹山)



國男橋藝  (本項共 3 隊報名)

北山國中： 謝佑駿 詹朱克敏 徐梓炘 徐梓烜 吳家任 王振宇 張立昌 高招誠
埔里國中： 吳承儒 古智宇 張明華 鄒侑伶 蔡宛庭 王智誼 陳則維 孫翊翔
瑞峰國中： 黃聖文 蔡培凱 楊孟剛 張威晟 余貞葶 蔡婉鈴 黃雅力 張佩嵐

小男橋藝
合約團體隊際：  (本項共 2 隊報名)

南投市： 施建丞 黃聖翔 何珉甄 張書瑜 簡昱香 林亮禎
埔里鎮： 周彥辰 許嘉潁 張紘睿 潘繹翔 黃俊皓 林家瑜

迷你團體隊際：  (本項共 4 隊報名)
水里鄉： 林柏安 蔡震宇 李浩 王佳賢 邱勝為 鄭嘉寶
竹山鎮： 陳政錡 曾裎捷 楊益進 林煒凱 王猛 吳偉瑨 林政賢 黃泓喻
南投市： 藍潁倫 莊昀叡 羅云辰 胡羽瑄
埔里鎮： 潘塘叡 潘恩賜 潘熙和 黃毓棟 高嘉鎂 蔡宛妤

迷你雙人論對：  (本項共 3 隊報名)
水里鄉： 林柏安 蔡震宇 李浩 王佳賢 邱勝為 鄭嘉寶
竹山鎮： 陳政錡 曾裎捷 楊益進 林煒凱
南投市： 藍潁倫 莊昀叡 羅云辰 胡羽瑄

小女橋藝
合約團體隊際：  (本項共 2 隊報名)

水里鄉： 房惠如 卓穎薇 劉宜儒 松采瑩 房惠貞
埔里鎮： 黃慈茹 王淑蓁 徐敏淇 潘曉慧 黃微恩 杜芳儀

迷你團體隊際：  (本項共 4 隊報名)
水里鄉： 盧玫文 蕭萱穎 李靖鈺 申蕎巧 李依佩
竹山鎮： 陳瑞鈴 游淑君 張繐招 莊佳芸 吳苡臻 吳欣玲 曾慈鈊 李薇
南投市： 侯貴鳳 張庭綸 簡艾 張雅鈞
埔里鎮： 謝維勻 劉郁昕 施喬真 吳念芸 廖玟昕 張依帆

迷你雙人論對：  (本項共 3 隊報名)
水里鄉： 盧玫文 蕭萱穎 李靖鈺 申蕎巧 李依佩 房惠貞
竹山鎮： 陳瑞鈴 游淑君 張繐招 莊佳芸
南投市： 侯貴鳳 張庭綸 簡艾 張雅鈞

社會橋藝  (本項共 6 隊報名)

水里鄉： 鍾文勝 葉呈豐 劉學正 張簡寶閣 林耶凡 張簡國良 鍾禮全 陳金山
名間鄉： 邱清陽 劉寶雁 張文俥 張明華 鐘明宏
竹山鎮： 張熙明 賴宗良 李瑞中 劉育成 洪鉦凱 江惠滿 吳奕劭 張耿肇
南投市： 蔡齊賢 林國整 黃建基 劉同渭 王世賢 張棟梁 簡聖全 許志雄
埔里鎮： 張育瑋 張容慈 張金石 張容菱 俞旭昇 施煙仁 童萬聰 席亦嘉
草屯鎮： 葉士明 徐振球 黃超群 謝昀臻 李俊賢 黃光霆 李鴻業 范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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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軟式棒球  (本項共 3 隊報名)

中興國中： 松約伯 陳佑銘 連浩宇 徐育鉦 李育呈 史家綸 葉竹凱 李誌軒 蕭百崇
許峻杰 陳旻揚 蕭承暐 鄭恩威 陳麒勳 陳松立 黃紹睿 張豈豪 史曜禎
辜銓智 張森閔

同富國中： 何弘仁 馬龍恩 柯浩恩 柯浩杰 何家寶 胡乃文 沈偉豪 田承恩 蔡子靖
施芷崴 何永發 幸偉強 全孟愷 方恩賜 伍宇城

宏仁國中： 菊池有祐 辜念薰 李淯誠 張鴻文 陳文龍 卓群剴 江元傑 黃誠宇 劉仁傑
黃昱翔 曾楷思 鄭翔遠 張言有 翁振翔 傅莉榕

國小軟式棒球  (本項共 5 隊報名)

仁愛鄉： 杜浩平 林子豪 蔡安 謝宇熙 李謙 田嘉鴻 蔡亞伯 杜奇恩 杜浩民
馬鐿肇 全家恩 田育安 杜建榮 陳仁鴻 柯祥恩 田均 蔡耀恩 李恩祈
杜司翰 林子筌

水里鄉： 陳榆堯 林凱智 賴建宇 林宇安 羅益源 陳偉炘 蔡貴萍 黃庭墉 洪宇泰
林峻廷 劉建佑 梁紘銘 劉育洋 李家寶 葉欲彥

名間鄉： 張東逸 傅振峰 谷文喆 張有輔 伍民生 全哲鑫 松競廷 方恩澤 鄭恩翔
方佳暉 幸耀瑋 全紹凱 全哲倫 翁俊翔 黃士豪 陳珊羽 陳毅凱 吳祺淵
金世竹 金凱傑

南投市： 林亮穎 張峻偉 何佐 曾弘毅 謝政佑 松念偉 詹家凱 林楚鈞 李庭威
錢睿哲 徐稚富 高翊凱 蕭閔蒍 陳天賜 陳柏宏 王翊旻 張峻澔 張竣傑
林文軒 林育辰

埔里鎮： 曾俊恩 翁皓歆 吳紘員 張哲維 陳妤軒 味信甫 吳俊鴻 徐悅洲 馬佳旭
吳哲佑 盧逸家 童孟祺 黃國展 杜承睿 曾祥恩 彭昱評 高采勳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軟式棒球比賽名單



社男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27 人報名)

劉瑞祥 (水里) 陳衍傑 (水里) 陳俊男 (水里) 李也剛 (南投) 陳立偉 (南投) 羅光磊 (埔里) 王浩宇 (埔里)
鄭靜瑋 (埔里) 林劭洋 (埔里) 蔡明達 (埔里) 潘智嘉 (埔里) 胡少輝 (埔里) 邱冠文 (埔里) 高以軒 (埔里)
潘證傑 (埔里) 潘證翔 (埔里) 張念祖 (埔里) 李育昇 (草屯) 蘇星源 (草屯) 陳盈成 (草屯) 吳俊狄 (草屯)
陳衍傑 (草屯) 張銘峰 (草屯) 何家賢 (草屯) 林瑞昌 (草屯) 陳俊男 (草屯) 簡書亞 (鹿谷)

公路賽-團隊計時賽：  (本項共 24 人報名)
羅光磊 (埔里) 王浩宇 (埔里) 鄭靜瑋 (埔里) 林劭洋 (埔里) 蔡明達 (埔里) 潘智嘉 (埔里) 胡少輝 (埔里)
邱冠文 (埔里) 高以軒 (埔里) 潘證傑 (埔里) 潘證翔 (埔里) 張念祖 (埔里) 李育昇 (草屯) 蘇星源 (草屯)
陳盈成 (草屯) 吳俊狄 (草屯) 陳衍傑 (草屯) 張銘峰 (草屯) 何家賢 (草屯) 林瑞昌 (草屯) 林啟明 (草屯)
魏睿呈 (草屯) 陳柏宏 (草屯) 陳俊男 (草屯)

登山車-下坡賽：  (本項共 12 人報名)
羅光磊 (埔里) 王浩宇 (埔里) 鄭靜瑋 (埔里) 林劭洋 (埔里) 蔡明達 (埔里) 潘智嘉 (埔里) 胡少輝 (埔里)
邱冠文 (埔里) 高以軒 (埔里) 潘證傑 (埔里) 潘證翔 (埔里) 張念祖 (埔里)

登山車-越野賽：  (本項共 16 人報名)
羅光磊 (埔里) 王浩宇 (埔里) 鄭靜瑋 (埔里) 林劭洋 (埔里) 蔡明達 (埔里) 潘智嘉 (埔里) 胡少輝 (埔里)
邱冠文 (埔里) 高以軒 (埔里) 潘證傑 (埔里) 潘證翔 (埔里) 張念祖 (埔里) 林啟明 (草屯) 魏睿呈 (草屯)
陳柏宏 (草屯) 簡書亞 (鹿谷)

社女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24 人報名)

白若涵 (埔里) 司健美 (埔里) 王若安 (埔里) 林岡樺 (埔里) 張家瑜 (埔里) 高育琪 (埔里) 毒伊庭 (埔里)
古慈新 (埔里) 廖偌宇 (埔里) 曾詠瑄 (埔里) 洪瑜婷 (埔里) 張芊芊 (埔里) 吳秋玉 (草屯) 葉書華 (草屯)
廖秀梅 (草屯) 張淑華 (草屯) 許玫英 (草屯) 劉怡君 (草屯) 沈嘉玟 (草屯) 蔡淑春 (草屯) 蔡憶如 (草屯)
蔡梅足 (草屯) 袁玉珍 (草屯) 洪于馨 (草屯)

公路賽-團隊計時賽：  (本項共 24 人報名)
白若涵 (埔里) 司健美 (埔里) 王若安 (埔里) 林岡樺 (埔里) 張家瑜 (埔里) 高育琪 (埔里) 毒伊庭 (埔里)
古慈新 (埔里) 廖偌宇 (埔里) 曾詠瑄 (埔里) 洪瑜婷 (埔里) 張芊芊 (埔里) 吳秋玉 (草屯) 葉書華 (草屯)
廖秀梅 (草屯) 張淑華 (草屯) 許玫英 (草屯) 劉怡君 (草屯) 沈嘉玟 (草屯) 蔡淑春 (草屯) 蔡憶如 (草屯)
蔡梅足 (草屯) 袁玉珍 (草屯) 洪于馨 (草屯)

登山車-下坡賽：  (本項共 12 人報名)
白若涵 (埔里) 司健美 (埔里) 王若安 (埔里) 林岡樺 (埔里) 張家瑜 (埔里) 高育琪 (埔里) 毒伊庭 (埔里)
古慈新 (埔里) 廖偌宇 (埔里) 曾詠瑄 (埔里) 洪瑜婷 (埔里) 張芊芊 (埔里)

登山車-越野賽：  (本項共 12 人報名)
白若涵 (埔里) 司健美 (埔里) 王若安 (埔里) 林岡樺 (埔里) 張家瑜 (埔里) 高育琪 (埔里) 毒伊庭 (埔里)
古慈新 (埔里) 廖偌宇 (埔里) 曾詠瑄 (埔里) 洪瑜婷 (埔里) 張芊芊 (埔里)

高男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2 人報名)

簡書亞 (埔工) 高典樂 (埔工)
公路賽-團隊計時賽：  (本項共 2 人報名)

簡書亞 (埔工) 高典樂 (埔工)
登山車-下坡賽：  (本項共 2 人報名)

簡書亞 (埔工) 高典樂 (埔工)

國男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5 人報名)

葉德宇 (大成) 李泓毅 (大成) 林旻翰 (鹿谷) 陳尹晟 (鹿谷) 劉辰田 (鹿谷)

小男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7 人報名)

陳勁崴 (國姓) 蕭芑杰 (國姓) 陣士進 (國姓) 謝帛育 (國姓) 張詠程 (鹿谷) 張詠傑 (鹿谷) 方硯田 (鹿谷)
登山車-越野賽：  (本項共 7 人報名)

鍾勝凱 (國姓) 巫家樑 (國姓) 陳勁崴 (國姓) 蕭芑杰 (國姓) 張詠程 (鹿谷) 張詠傑 (鹿谷) 方硯田 (鹿谷)

小女自由車
公路賽-個人計時賽：  (本項共 5 人報名)

鍾欣瑩 (國姓) 范妤玟 (國姓) 張鈺 (國姓) 曾佳雁 (國姓) 邱裕含 (鹿谷)
登山車-越野賽：  (本項共 5 人報名)

范妤玟 (國姓) 張鈺 (國姓) 葉芯吟 (國姓) 彭埻瑜 (國姓) 邱裕含 (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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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男角力
自由式第一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蕭國寶 (宏仁) 董立楷 (南崗) 施承希 (草屯) 簡新祐 (草屯) 洪銘均 (草屯) 洪偉智 (草屯) 王宇岑 (草屯)
自由式第二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全仲坤 (草屯) 王宇玄 (草屯) 松子均 (草屯)
自由式第三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黃飛鴻 (北梅) 薛忠霖 (宏仁) 張祐祥 (南崗) 松耀宗 (草屯) 金瑋翔 (草屯) 谷寞函 (草屯) 林立洋 (草屯)
自由式第四級：  (本項共 8 人報名)

彭楢翔 (北梅) 陳怡光 (北梅) 陳立穎 (南崗) 陳韋呈 (南崗) 廖棟賢 (南崗) 余懷恩 (草屯) 林祐任 (草屯)
林琮昱 (草屯)

自由式第五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茆祐豪 (宏仁) 白嘉敬 (草屯) 李倉耀 (草屯) 黃裕麟 (草屯)

自由式第六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林偉俊 (宏仁) 賴冠宇 (南崗) 張登煌 (南崗) 洪靖閔 (草屯) 謝瑋杰 (草屯)

自由式第七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賴勤安 (北梅) 陳彥翔 (南崗) 石俊彥 (草屯) 高亞昇 (草屯)

自由式第八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張皓文 (草屯) 王嘉誠 (草屯) 張翔宇 (草屯) 甘威 (草屯)

自由式第十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陳俞亘 (南崗) 吳嘉恩 (南崗)

希臘式第七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賴勤安 (北梅) 林勇伸 (宏仁)

希臘式第九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柯皓天 (宏仁) 張涵鈞 (南崗)

希臘式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吳聖偉 (宏仁) 陳昌志 (宏仁)

希臘式第三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余紹齊 (宏仁) 張祐祥 (南崗)

希臘式第五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許晏誠 (宏仁) 黃至尊 (宏仁) 廖棟賢 (南崗)

希臘式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賴冠宇 (南崗) 張登煌 (南崗)

希臘式第四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江正生 (宏仁) 鐘懷信 (宏仁) 陳立穎 (南崗) 陳韋呈 (南崗)

希臘式第十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陳俞亘 (南崗) 吳嘉恩 (南崗)

國女角力
自由式第三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李依婕 (草屯) 王芯愛 (草屯) 蘭芷绫 (草屯)
自由式第四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田巧 (草屯) 張喬恩 (草屯) 伍雨晨 (草屯)
自由式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谷孝蓉 (草屯) 楊寧 (草屯)
自由式第八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凌婕 (草屯) 全唐鈺晏 (草屯)
自由式第九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楊可親 (草屯) 鄭予涵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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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甲柔道
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莊惠銓 (草屯) 楊志煒 (集集)
第五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廖君健 (南投) 全聖泉 (草屯) 陳亮穎 (集集)

社男乙柔道
第一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簡宗男 (南投) 籃羿承 (南投) 白嘉敬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蕭世杰 (南投) 陳俊維 (南投) 甘威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林整謙 (南投) 廖晁偉 (南投) 張翔宇 (草屯) 王罕羽 (集集) 陳冠霖 (集集)
第五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許庭耀 (南投) 王嘉誠 (草屯)
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李崇宇 (草屯) 杜文龍 (集集)
第七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王詮瑜 (南投) 張皓文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南投市： 王詮瑜 蕭世杰 陳俊維 林整謙 廖晁偉 許庭耀 廖英傑
草屯鎮： 白嘉敬 甘威 張翔宇 周冠愷 王嘉誠 李崇宇 張皓文

社女乙柔道
第一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楊雅芳 (南投) 李依婕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黃俞蓁 (南投) 谷孝蓉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全佳馨 (南投) 凌婕 (草屯)
第四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王綉閔 (南投) 楊寧 (草屯)
第五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潘繪晴 (南投) 楊可親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南投市： 王綉閔 潘繪晴 黃俞蓁 全佳馨 楊雅芳
草屯鎮： 李依婕 谷孝蓉 凌婕 楊寧 楊可親 鄭予涵 田嘉卉

高男柔道
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簡宗男 (投高) 籃羿承 (投高)
第三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蕭世杰 (投高) 廖英傑 (投高) 陳俊偉 (投高)
第四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林整謙 (投高) 廖晁偉 (投高)

國男柔道
第一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施承希 (草屯) 簡新祐 (草屯) 洪銘均 (草屯) 洪偉智 (草屯) 方世俊 (集集)
第二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董立楷 (南崗) 王宇岑 (草屯) 全仲坤 (草屯) 王宇玄 (草屯) 松子均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谷莫函 (草屯) 林立洋 (草屯)
第四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張祐祥 (南崗) 金偉翔 (草屯) 松耀宗 (草屯) 余懷恩 (草屯) 林佑任 (草屯) 李峰鈞 (集集)
第五級：  (本項共 9 人報名)

林啟芫 (南投) 陳立穎 (南崗) 陳韋呈 (南崗) 廖棟賢 (南崗) 林琮昱 (草屯) 李倉耀 (草屯) 白嘉敬 (草屯)
吳建鋒 (集集) 李峰棋 (集集)

第六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謝瑋杰 (草屯) 洪靖閔 (草屯) 簡群振 (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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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張登煌 (南崗) 賴冠宇 (南崗) 石俊彥 (草屯) 高亞昇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南投國中： 林啟芫 簡茂竹 謝孟勳 楊宜閎
南崗國中： 董立楷 張祐祥 陳立穎 張登煌 賴冠宇 張涵鈞 陳俞亘 廖棟賢
草屯國中： 石俊彥 林琮昱 王嘉誠 張翔宇 李倉耀 松耀宗 王宇岑 白嘉敬 張皓文

甘威 高亞昇 谷莫函 林立洋 全仲坤
第八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簡茂竹 (南投) 陳彥翔 (南崗) 王嘉誠 (草屯) 張皓文 (草屯) 甘威 (草屯)
第九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謝孟勳 (南投) 張翔宇 (草屯)
第十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楊宜閎 (南投) 張涵鈞 (南崗) 吳嘉恩 (南崗) 陳俞亘 (南崗)

國女柔道
第三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魏芝羚 (南投) 李依婕 (草屯) 王芯愛 (草屯) 蘭芷綾 (草屯)
第四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李祈安 (草屯) 田巧 (草屯) 伍雨晨 (草屯) 張喬恩 (草屯)
第五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楊寧 (草屯) 谷孝蓉 (草屯) 林佩萱 (集集)
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凌婕 (草屯) 全唐鈺晏 (草屯)
第七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楊可親 (草屯) 鄭予涵 (草屯) 潘念庭 (草屯)
第八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周宜靜 (南投) 金雅萱 (草屯)

小男柔道
第一級：  (本項共 10 人報名)

巫晉傑 (仁愛) 陳俊熙 (仁愛) 林恩盛 (仁愛) 黃政三 (仁愛) 馬沛翔 (信義) 全偉杰 (信義) 全祈生 (信義)
伊比.依斯卡卡夫特 (信義)全偉恩 (信義) 李育昇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11 人報名)
江冠霆 (仁愛) 林恩 (仁愛) 全亞恩 (信義) 松耀袓 (信義) 田畾 (信義) 伊畢.伊斯卡卡夫 (信義)全恩 (信義)
全偉亮 (信義) 汪文杰 (南投) 陳國淮 (草屯) 吳杰恩 (草屯)

第三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潘宇寰 (仁愛) 松育銘 (信義) 田晶 (信義) 洪柏凱 (南投) 李育翰 (草屯)

第四級：  (本項共 6 人報名)
全浩恩 (信義) 全喆 (信義) 梁桔嘉 (南投) 許柏鈞 (南投) 余志培 (南投) 李建煊 (草屯)

第五級：  (本項共 5 人報名)
張迦恩 (仁愛) 松慈霖 (信義) 陳正軒 (南投) 馬煥庭 (南投) 黃信賢 (草屯)

第六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吉翔逸 (信義) 施浚偉 (南投) 謝銘祐 (南投) 張詠竣 (草屯)

第七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林祥恩 (仁愛) 李錦潤 (草屯)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鄉： 陳俊熙 林恩盛 黃政三 江冠霆 林恩 張迦恩 林祥恩
信義鄉： 全亞恩 田晶 全浩恩 松慈霖 吉翔逸
南投市： 施浚偉 陳正軒 梁桔嘉 許柏鈞 汪文杰 馬煥庭 謝銘祐
草屯鎮： 李育昇 陳國淮 李育翰 李建煊 黃信賢 張詠竣 李錦潤

第八級：  (本項共 4 人報名)
葉家豪 (南投) 劉誼謙 (南投) 姚韋丞 (南投) 楊上易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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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柔道
第一級：  (本項共 7 人報名)

林羽芊 (仁愛) 余若臻 (仁愛) 林妶 (仁愛) 鄔歷.伊斯卡卡夫特 (信義) 蔻蔻霂.伊斯卡卡夫特 (信義)
蕭于捷 (草屯) 莊琇珺 (草屯)

第二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廖育芬 (仁愛) 潘宇潔 (仁愛)

第三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高妍虹 (仁愛) 蕭慧芸 (南投) 洪晨恩 (草屯)

第六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全希亞 (信義) 林芷柔 (信義)

第七級：  (本項共 3 人報名)
徐芯卉 (仁愛) 金雨萱 (信義) 全詩婷 (信義)

團體：  (本項共 3 隊報名)
仁愛鄉： 高妍虹 廖育芬 徐芯卉 潘宇潔 林羽芊 余若臻 林妶
信義鄉： 鄔歷.伊斯卡卡夫特 蔻蔻霂.伊斯卡卡夫特全希亞 林芷柔 金雨萱 全詩婷
草屯鎮： 蕭于捷 莊琇珺 洪晨恩

第八級：  (本項共 2 人報名)
翁杏瑤 (仁愛) 鄭凱欣 (信義)



社男高爾夫球
團體：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鄉： 余明照 張子仁 陳國雄 徐約翰
名間鄉： 陳寬飛 陳信容 吳松峻 吳文龍
埔里鎮： 陳中權 黃央政 張傑鈞 張瓏騰
草屯鎮： 周璟輝 廖文裕 何慶祥 詹弘安

個人：  (本項共 17 人報名)
余明照 (仁愛) 張子仁 (仁愛) 陳國雄 (仁愛) 徐約翰 (仁愛) 陳寬飛 (名間) 陳信容 (名間) 吳松峻 (名間)
吳文龍 (名間) 陳中權 (埔里) 黃央政 (埔里) 張傑鈞 (埔里) 張瓏騰 (埔里) 周璟輝 (草屯) 廖文裕 (草屯)
何慶祥 (草屯) 詹弘安 (草屯) 蘇明誼 (鹿谷)

社女高爾夫球
團體：  (本項共 2 隊報名)

埔里鎮： 莊淑慧 阮玉鵑 陳貞妃
草屯鎮： 蔡梅花 蔡豐穗 鄭郁蓉

個人：  (本項共 6 人報名)
莊淑慧 (埔里) 阮玉鵑 (埔里) 陳貞妃 (埔里) 蔡梅花 (草屯) 蔡豐穗 (草屯) 鄭郁蓉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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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保齡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中寮鄉： 林佰峰 林冠暐 胡志昌
名間鄉： 王英鑑 陳建銘 謝朝森 楊明傳 曾朝楨 吳琛松
南投市： 陳志強 許志宏 簡宏道 李進德 廖修平 簡吉映
草屯鎮： 湯登盛 劉亦修 石映原 吳晏傑 林士豐 洪健銘

社女保齡球  (本項共 2 隊報名)

南投市： 李彩華 許育菱 林怡如 許育瑄 藍文君 陳佳琳
草屯鎮： 梁婉柔 陳薏雯 莊豐禧 林叔玲 許佩鈺 吳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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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慢速壘球  (本項共 11 隊報名)

中寮鄉： 汪經偉 謝東翰 陳明言 徐明龍 李雨陸 謝泓諺 潘俊吉 張家齊 張議饒
詹子平 李建勳 曾國倫 吳宗祐 李承善 賴孟賢 吳俊逸 吳承達 連英傑
林煌堂 張羽堂

仁愛鄉： 洪明興 邱忠清 洪瑞祥 胡玉龍 何弘杰 何弘毅 高偉華 余健智 黃韋翔
辜楚豪 辜楚瑞 潘忠信 鄭志中 高俊立 徐志銘 曾丹威 白克強 謝國慶
陳志偉 何夢雲

水里鄉： 彭運中 陳岱汶 甘晉誠 陳明卿 陳文傑 李佳峻 葛宇賢 杜守明 陳俊廷
林鴻偉 趙育展 李佳昌 楊書豪 李泳龍 陳嘉慶

名間鄉： 董敏安 白明文 陳冠良 謝洺榕 黃柏愷 葉政修 簡余城 陳彥宏 陳彥興
蔡憲智 蕭義憲 林建篁 陳冠庭 許茗森 劉明昌 鄭世宏 張柏海 蘇建龍
吳兆廷 郭志豪

竹山鎮： 葉為國 葉鈞豪 葉鈞銘 葉虔訓 張嘉成 沈鉑融 林春輝 張正凱 施景耀
茆于哲 李坤治 張嘉仁 張永亮 賴瑞昌 陳為業 王承晧 王仁佑

信義鄉： 幸智華 幸凱麒 松福順 幸智忠 田吉龍 幸凱倫 松志彬 陳正祥 田長壽
幸智恩 金明雄 田凱偉 陳祈安 金瑞忠 瑪奎爾 松建勳 全發財 田長貴

南投市： 鍾芳霖 曾景平 陳萬全 曾鏘樺 鄒慶沛 楊信立 黃淵敬 廖元賢 林世勳
林瓏城 簡東乾 吳東坤 邱新勇 賴俊成 董致宏 王健任 王英哲 謝明輝
許源欽 程昱榮

埔里鎮： 吳勝能 王文傑 林嘉祥 劉明權 徐培倫 詹政融 周盈全 林嘉德 巫鷹峻
蔡尚文 袁專溢 巫冠賢 徐佳瑋 梁瑞興 陳冠雄 吳世昌 黃保勝 黃金龍
林志偉 林志偉

草屯鎮： 洪俊傑 林漢龍 賴紹衡 楊富傑 張漢權 洪世杰 藍隆椿 許志銘 廖桀民
黃偉誌 陳文淙 李健維 簡至炫 嚴國晉 陳俊榮 許宏維 李耀舜 謝志聰
許銘馨 汪柏廷

魚池鄉： 王永端 王俊斌 石丰瑞 陳志杰 王昶文 陳柏佑 張志傑 王俊傑 王偉仲
陳能裕 林宗祥 李宗哲 葉駿義 黃明玄 李恒皓 楊亞錚 葉權興 莊立宇
王堂均

鹿谷鄉： 邱士淵 林伯軒 黃忠義 黃忠彥 蔡洋洲 蔡岳成 劉士閩 葉彥弘 李旻恒
林鈺翔 林奕任 陳裕霖 陳建廷 林哲儀 周復宣 黃智彥 黃冠智 黃冠傑
李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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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拔河
室內：  (本項共 50 人報名)

吳竺軒 (名間) 陳民軒 (名間) 張乃元 (名間) 吳冠毅 (名間) 廖本然 (名間) 陳璿浧 (名間) 林禹安 (名間)
石兆谷 (名間) 陳建文 (名間) 李維 (名間) 馬國榮 (信義) 陳厚任 (信義) 陳儒煌 (信義) 王藝宗 (信義)
史紹祈 (信義) 何建志 (信義) 謝明憲 (信義) 卡里璐.達給乎楠 (信義)葉思宏 (信義) 史嘉文 (信義) 張蕣麟 (南投)
黃家祥 (南投) 簡培竣 (南投) 梁世宗 (南投) 李佳倫 (南投) 張殷瑋 (南投) 林仕閔 (南投) 陳威丞 (南投)
林志舜 (南投) 黃勝隆 (南投) 胡貴華 (埔里) 陳鵬文 (埔里) 胡嘉誠 (埔里) 楊建華 (埔里) 蔡家興 (埔里)
陳智雅 (埔里) 邱孟勳 (埔里) 王聖博 (埔里) 蕭毓龍 (埔里) 黃冠福 (埔里) 盧心炎 (草屯) 陳仲立 (草屯)
詹勝發 (草屯) 賴駿又 (草屯) 許溢洲 (草屯) 李承翰 (草屯) 簡佑峰 (草屯) 洪百增 (草屯) 陳安健 (草屯)
謝明修 (草屯)

室外：  (本項共 50 人報名)
吳竺軒 (名間) 陳民軒 (名間) 張乃元 (名間) 吳冠毅 (名間) 廖本然 (名間) 陳璿浧 (名間) 林禹安 (名間)
石兆谷 (名間) 陳建文 (名間) 李維 (名間) 馬國榮 (信義) 陳厚任 (信義) 陳儒煌 (信義) 王藝宗 (信義)
史紹祈 (信義) 何建志 (信義) 謝明憲 (信義) 卡里璐.達給乎楠 (信義) 葉思宏 (信義) 史嘉文 (信義)
張蕣麟 (南投)
黃家祥 (南投) 簡培竣 (南投) 梁世宗 (南投) 李佳倫 (南投) 張殷瑋 (南投) 林仕閔 (南投) 陳威丞 (南投)
林志舜 (南投) 黃勝隆 (南投) 林俊雄 (埔里) 賴暐仁 (埔里) 張金豐 (埔里) 游貴森 (埔里) 黃偉致 (埔里)
田志鵬 (埔里) 王家豪 (埔里) 蔡韋緯 (埔里) 羅彥祺 (埔里) 李浩強 (埔里) 盧心炎 (草屯) 陳仲立 (草屯)
詹勝發 (草屯) 賴駿又 (草屯) 許溢洲 (草屯) 李承翰 (草屯) 簡佑峰 (草屯) 洪百增 (草屯) 陳安健 (草屯)
謝明修 (草屯)

高男拔河
室內：  (本項共 10 人報名)

黃任宏 (投高) 張皓然 (投高) 王則璘   (投高) 林軒宇  (投高) 陳長文  (投高) 黃俊義  (投高) 鄭智函  (投高)
何軍諠  (投高) 江征祐    (投高) 張博睿  (投高)

室外：  (本項共 10 人報名)
黃任宏 (投高) 張皓然 (投高) 王則璘   (投高) 林軒宇  (投高) 陳長文  (投高) 黃俊義  (投高) 鄭智函  (投高)
何軍諠  (投高) 江征祐    (投高) 張博睿  (投高)

國男拔河
室內：  (本項共 19 人報名)

陳孝志 (名間) 陳致翔 (名間) 林威宇 (名間) 吳冠毅 (名間) 鄭郁峰 (名間) 吳沛諭 (名間) 賴美岑 (名間)
吳柏勳 (名間) 石兆谷 (名間) 蕭毓龍 (宏仁) 丁宗祐 (宏仁) 游文忠 (宏仁) 高辰捷 (宏仁) 李浩強 (宏仁)
葉威廷 (宏仁) 黃聖源 (宏仁) 黃冠福 (宏仁) 巫倚榮 (宏仁) 陳俊彥 (宏仁)

國女拔河
室內：  (本項共 9 人報名)

董涵 (宏仁) 林怡彣 (宏仁) 高涵潔 (宏仁) 謝采凌 (宏仁) 黃靜芬 (宏仁) 余芷涵 (宏仁) 林婷儀 (宏仁)
曾心園 (宏仁) 施芷芯 (宏仁)

小男拔河
室內：  (本項共 20 人報名)

方邵恩 (信義) 全喆 (信義) 松慈霖 (信義) 王竣義 (信義) 田翊安 (信義) 伍奕梵 (信義) 田宗霖 (信義)
全頌全 (信義) 王耀恩 (信義) 伍諾亞 (信義) 葛偉廷 (埔里) 黃安平 (埔里) 余明軒 (埔里) 楊承瓏 (埔里)
康荏棋 (埔里) 馮靖豪 (埔里) 謝文杰 (埔里) 幸毅翔 (埔里) 柯皓凱 (埔里) 李俊磊 (埔里)

小女拔河
室內：  (本項共 19 人報名)

松靖 (信義) 全慧芯 (信義) 伍瑜潔 (信義) 林芷柔 (信義) 金珊妮 (信義) 王雅雯 (信義) 王琪心 (信義)
史文馨 (信義) 鄭凱欣 (信義) 蔻蔻霂 (信義) 翁毓璘 (埔里) 王美琪 (埔里) 楊羽馨 (埔里) 莊采玲 (埔里)
余恩祈 (埔里) 王宥寰 (埔里) 陳昱秀 (埔里) 林佳萱 (埔里) 林燁坊 (埔里)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拔河比賽名單



社男木球  (本項共 2 隊報名)

水里鄉： 黃國棟 林添義 施格概 曾木杉 陳金山 吳萬全
竹山鎮： 李全成 紀一文 翁景昌 鄭同武 林 華 羅居生

社女木球  (本項共 2 隊報名)

水里鄉： 陳程紅珠 涂妙淑 黃秀美 陳昭喜 簡女敏 楊英蘭
竹山鎮： 林美苳 葉彩開 張金珠 張淑華 吳秋雲

社會木球
長青男子：  (本項共 3 隊報名)

水里鄉： 陳憲輝 許新逢 施四泉 吳秋吉 陳雅展 林慶桐
竹山鎮： 羅子期 邱垂源 陳燕煌 林村祥 林舜諒 陳龍治
草屯鎮： 洪育綸 洪深順 洪新高 陳榮輝 廖錦雲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木球比賽名單



社會太極拳
團體套路：  (本項共 78 人報名)

楊彩微 (水里) 吳彩容 (水里) 吳玉真 (水里) 劉淑琴 (水里) 劉雪盤 (水里) 蔡炳坤 (水里) 黃鳳蘭 (水里)
藍彩玲 (水里) 洪月桂 (水里) 施美琳 (水里) 張双竹 (水里) 朱月英 (水里) 陳淑貞 (水里) 吳玲容 (水里)
何素美 (水里) 施錦森 (水里) 鍾李春綢 (水里) 羅玉妹 (水里) 黃桂枝 (水里) 蔡惠玉 (水里) 魏桂霞 (竹山)
高俊生 (竹山) 塗有忠 (竹山) 李文雄 (竹山) 李成宗 (竹山) 王素琴 (竹山) 李岳峰 (竹山) 李柱南 (竹山)
關親山 (竹山) 張桂英 (竹山) 王淑珠 (竹山) 曾碧華 (竹山) 洪國欽 (南投) 張國興 (南投) 葉雀珠 (南投)
李美英 (南投) 簡琮津 (南投) 簡素容 (南投) 倪彬 (南投) 林彩絲 (南投) 王鳯圓 (南投) 林季珍 (南投)
蔡淑梅 (南投) 卓麟聰 (南投) 江邱絨娘 (南投) 陳崇賢 (南投) 潘碧玉 (南投) 李佳臻 (埔里) 葉美雲 (埔里)
高一人 (埔里) 徐朝堂 (埔里) 王莉香 (埔里) 阮錦鍾 (埔里) 趙幼慈 (埔里) 李淑惠 (埔里) 方淑珍 (埔里)
黃立信 (埔里) 李瑞粉 (埔里) 游麗玫 (埔里) 游明輝 (埔里) 王重元 (埔里) 黃進榮 (埔里) 楊憲照 (魚池)
巫春梅 (魚池) 黃碧荽 (魚池) 尤麗華 (魚池) 黃順興 (魚池) 黃禹翰 (魚池) 陳婉如 (魚池) 陳榮州 (魚池)
王文欽 (魚池) 邱宥恬 (魚池) 陳美鈴 (魚池) 鄭慧琴 (魚池) 王沛珠 (魚池) 邱正偉 (魚池) 林益仙 (魚池)
葉俊祐 (魚池)

個人套路：  (本項共 30 人報名)
魏桂霞 (竹山) 曾淑麗 (竹山) 江桂香 (竹山) 黃麗敏 (竹山) 高俊生 (竹山) 塗有忠 (竹山) 李文雄 (竹山)
江秀蘭 (埔里) 王寶蓮 (埔里) 黃淑茹 (埔里) 吳坤修 (埔里) 李佳臻 (埔里) 葉美雲 (埔里) 高一人 (埔里)
徐朝堂 (埔里) 王莉香 (埔里) 阮錦鍾 (埔里) 趙幼慈 (埔里) 李淑惠 (埔里) 黃碧荽 (魚池) 尤麗華 (魚池)
黃順興 (魚池) 黃禹翰 (魚池) 陳婉如 (魚池) 王文欽 (魚池) 邱宥恬 (魚池) 陳美鈴 (魚池) 鄭慧琴 (魚池)
邱正偉 (魚池) 葉俊祐 (魚池)

團體器械：  (本項共 44 人報名)
魏桂霞 (竹山) 曾淑麗 (竹山) 江桂香 (竹山) 黃麗敏 (竹山) 高俊生 (竹山) 塗有忠 (竹山) 李文雄 (竹山)
李岳峰 (竹山) 李柱南 (竹山) 王淑珠 (竹山) 吳淑齡 (竹山) 侯賽華 (竹山) 洪國欽 (南投) 張國興 (南投)
黃慕竹 (南投) 葉雀珠 (南投) 李美英 (南投) 簡琮津 (南投) 簡素容 (南投) 倪彬 (南投) 林彩絲 (南投)
王鳯圓 (南投) 林季珍 (南投) 蔡淑梅 (南投) 卓麟聰 (南投) 葉秀霞 (南投) 劉有妹 (南投) 江邱絨娘 (南投)
楊憲照 (魚池) 巫春梅 (魚池) 黃碧荽 (魚池) 尤麗華 (魚池) 黃順興 (魚池) 黃禹翰 (魚池) 陳婉如 (魚池)
陳榮州 (魚池) 王文欽 (魚池) 邱宥恬 (魚池) 陳美鈴 (魚池) 鄭慧琴 (魚池) 王沛珠 (魚池) 邱正偉 (魚池)
林益仙 (魚池) 葉俊祐 (魚池)

個人器械：  (本項共 17 人報名)
魏桂霞 (竹山) 曾淑麗 (竹山) 江桂香 (竹山) 黃麗敏 (竹山) 高俊生 (竹山) 塗有忠 (竹山) 李文雄 (竹山)
黃碧荽 (魚池) 尤麗華 (魚池) 黃順興 (魚池) 陳婉如 (魚池) 王文欽 (魚池) 邱宥恬 (魚池) 陳美鈴 (魚池)
鄭慧琴 (魚池) 邱正偉 (魚池) 葉俊祐 (魚池)

國小太極拳
團體套路：  (本項共 18 人報名)

陳子翔 (草屯) 張博鈞 (草屯) 陳柏佑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吳宛儒 (草屯)
湯智翔 (草屯) 劉念綺 (草屯) 廖庭儀 (草屯) 林鈺璇 (草屯) 藍寶臻 (草屯) 廖妍珺 (魚池) 張芳瑜 (魚池)
余翊綾 (魚池) 蘇俊瑋 (魚池) 蘇聖文 (魚池) 蘇玟今 (魚池)

個人套路：  (本項共 17 人報名)
李昀柔 (竹山) 陳子翔 (草屯) 張博鈞 (草屯) 陳柏佑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吳宛儒 (草屯) 湯智翔 (草屯) 劉念綺 (草屯) 廖庭儀 (草屯) 林鈺璇 (草屯) 藍寶臻 (草屯) 廖妍珺 (魚池)
張芳瑜 (魚池) 余翊綾 (魚池) 蘇玟今 (魚池)

團體器械：  (本項共 6 人報名)
陳子翔 (草屯) 張博鈞 (草屯) 陳柏佑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個人器械：  (本項共 10 人報名)
陳子翔 (草屯) 張博鈞 (草屯) 陳柏佑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廖妍珺 (魚池)
張芳瑜 (魚池) 余翊綾 (魚池) 黃壹聖 (魚池)

南投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太極拳比賽名單



社男槌球  (本項共 7 隊報名)

中寮鄉： 廖振添 廖冬 廖學章 洪慶興 李松村 林清吉 田進收
名間鄉： 陳瑞鐘 吳永明 李聰明 陳銘福 陳廷福
竹山鎮： 黃聰明 劉萬水 賴清堂 蔡秋輝 林文明 蔡明聰
信義鄉： 金泰吉 金雅惠 金雅明 金雅華 幸信義 金長貴 松有明 金江漢
南投市： 魏為吉 陳成饒 吳結麟 王錫來 蔡長庚 鄭豐欽 吳明憲
草屯鎮： 林資湖 廖錦雲 林主聰 林東文 林慶舜 陳仁和 李紹騰 李嘉雄
集集鎮： 游啟文 謝文通 沈文傑 林錦標 朱溪泉 陳俊聰

社女槌球  (本項共 7 隊報名)

中寮鄉： 李素蘭 陳玉雲 吳摘 廖羅盡妹 陳霞 曾香 張文霙
水里鄉： 曾秋梅 楊玉寶 林美惠 楊黃鳳妹 陳鶴 陳美蓮 許尹 洪峰
名間鄉： 莊柑 劉月貞 李昭桂 陳吳月女 簡秀如 林麗純
竹山鎮： 莊玉卿 林金珠 莊李鸞 陳波江 林碧霞 陳玉燕
南投市： 詹明珠 李淑貞 林美津 余菊妹 錢洪銀 李美嬌 張阿月
草屯鎮： 林秀淳 張君 洪靜淑 簡秀鳳 廖麗美 王淑珠 蕭淑麗
集集鎮： 黃吳照 朱吳巧 劉許菊 王愛華 林陳麗英 陳曾銀花 邱葉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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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國術
北拳：  (本項共 4 人報名)

曾靖閎 (南投) 顧育誠 (南投) 簡紹恆 (南投) 張賀騏 (南投)
長器械：  (本項共 3 人報名)

顧育誠 (南投) 簡紹恆 (南投) 張賀騏 (南投)
短器械：  (本項共 4 人報名)

曾靖閎 (南投) 顧育誠 (南投) 簡紹恆 (南投) 張賀騏 (南投)
奇門器械：  (本項共 3 人報名)

顧育誠 (南投) 簡紹恆 (南投) 張賀騏 (南投)

高男國術
北拳：  (本項共 2 人報名)

陳樵殊 (弘明) 游家泓 (弘明)
內家拳：  (本項共 6 人報名)

馬誌亮 (五高) 林勝璁 (五高) 顏士傑 (弘明) 吳明哲 (弘明) 顏士清 (弘明) 游家泓 (弘明)
長器械：  (本項共 4 人報名)

吳宇威 (弘明) 高秉宏 (弘明) 顏士清 (弘明) 陳樵殊 (弘明)
短器械：  (本項共 5 人報名)

馬誌亮 (五高) 顏士傑 (弘明) 林明樟 (弘明) 吳明哲 (弘明) 林敬軒 (弘明)
奇門器械：  (本項共 2 人報名)

馬誌亮 (五高) 林勝璁 (五高)

國男國術
北拳：  (本項共 17 人報名)

楊柏均 (中興) 曾子文 (中興) 石耀銘 (中興) 李明致 (水里) 黃政元 (弘明) 張宸維 (弘明) 徐于翔 (弘明)
陳明輝 (均頭) 張桂境 (均頭) 施順文 (南投) 黃順平 (南投) 林韶承 (南崗) 林伯儒 (草屯) 藍國智 (鳳鳴)
黃鴻哲 (營北) 黃銘智 (營北) 董鎮愷 (營北)

南拳：  (本項共 7 人報名)
楊柏均 (中興) 曾子文 (中興) 徐偉程 (中興) 李明致 (水里) 黃懷緯 (營北) 曾冠霖 (營北) 高維辰 (營北)

內家拳：  (本項共 8 人報名)
黃少甫 (中興) 李明致 (水里) 張宸維 (弘明) 朱彥龍 (弘明) 翟泊詠 (弘明) 劉誠輊 (弘明) 施順文 (南投)
林伯儒 (草屯)

長器械：  (本項共 17 人報名)
曾子文 (中興) 石耀銘 (中興) 徐偉程 (中興) 黃冠郁 (水里) 黃政元 (弘明) 朱彥龍 (弘明) 翟泊詠 (弘明)
劉誠輊 (弘明) 陳明輝 (均頭) 張桂境 (均頭) 施順文 (南投) 黃順平 (南投) 林韶承 (南崗) 林伯儒 (草屯)
黃鴻哲 (營北) 王文宏 (營北) 黃銘智 (營北)

短器械：  (本項共 12 人報名)
楊柏均 (中興) 曾子文 (中興) 石耀銘 (中興) 李明致 (水里) 黃政元 (弘明) 朱彥龍 (弘明) 陳明輝 (均頭)
張桂境 (均頭) 林韶承 (南崗) 黃鴻哲 (營北) 黃懷緯 (營北) 陳奕文 (營北)

奇門器械：  (本項共 8 人報名)
楊柏均 (中興) 黃少甫 (中興) 曾子文 (中興) 徐偉程 (中興) 陳明輝 (均頭) 張桂境 (均頭) 林韶承 (南崗)
曾冠霖 (營北)

國女國術
北拳：  (本項共 10 人報名)

陳冠妤 (中興) 黃思庭 (水里) 林芷萱 (水里) 劉宣汝 (弘明) 余孟軒 (弘明) 黃宜柔 (弘明) 張愛慈 (南投)
石鈞安 (集集) 洪詠惠 (營北) 許其真 (營北)

南拳：  (本項共 5 人報名)
李品嫻 (中興) 蕭佳瑜 (中興) 許妤暄 (南投) 曾俐縈 (營北) 簡千莉 (營北)

內家拳：  (本項共 7 人報名)
李品嫻 (中興) 蕭佳瑜 (中興) 劉宣汝 (弘明) 余孟軒 (弘明) 黃宜柔 (弘明) 許妤暄 (南投) 蔡昀庭 (草屯)

長器械：  (本項共 7 人報名)
詹乙菁 (水里) 劉宣汝 (弘明) 余孟軒 (弘明) 石鈞安 (集集) 許其真 (營北) 藍筠喬 (營北) 簡千莉 (營北)

短器械：  (本項共 9 人報名)
陳冠妤 (中興) 蕭佳瑜 (中興) 劉宣汝 (弘明) 張愛慈 (南投) 陳潔霓 (南崗) 蔡昀庭 (草屯) 石鈞安 (集集)
洪雅珊 (營北) 湯琬翎 (營北)

奇門器械：  (本項共 5 人報名)
陳冠妤 (中興) 李品嫻 (中興) 余孟軒 (弘明) 張愛慈 (南投) 許妤暄 (南投)

小男國術
北拳：  (本項共 10 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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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書瑜 (仁愛) 朱崇道 (仁愛) 王茗揚 (水里) 李柏誼 (水里) 陳崇郁 (水里) 楊家燁 (南投) 劉韋廷 (南投)
藍英宸 (南投) 陳世穎 (南投) 陳柏佑 (草屯)

南拳：  (本項共 4 人報名)
曾詠墩 (南投) 葉丞理 (南投) 劉韋廷 (南投) 藍英宸 (南投)

內家拳：  (本項共 6 人報名)
廖者瑋 (水里) 張倬斌 (水里) 陳崇郁 (水里) 楊家燁 (南投) 曾詠墩 (南投) 陳俞任 (南投)

長器械：  (本項共 9 人報名)
張書瑜 (仁愛) 李柏誼 (水里) 王茗毅 (水里) 陳崇郁 (水里) 楊家燁 (南投) 張博鈞 (草屯) 陳子翔 (草屯)
李佳龍 (草屯) 葉瑋哲 (草屯)

短器械：  (本項共 2 人報名)
陳崇郁 (水里) 陳世穎 (南投)

奇門器械：  (本項共 6 人報名)
廖者瑋 (水里) 張倬斌 (水里) 楊家燁 (南投) 曾詠墩 (南投) 蔡翔富 (南投) 陳世穎 (南投)

小女國術
北拳：  (本項共 19 人報名)

何妤潔 (仁愛) 劉宜佳 (仁愛) 劉禹涵 (仁愛) 王恩琳 (仁愛) 施品辰 (水里) 洪于涵 (水里) 詹詠軫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陳依伶 (信義) 陳怡文 (南投) 楊彩瑜 (南投) 李宣儀 (南投) 李光立 (南投)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陳均瑜 (集集) 曾奕惠 (集集) 鍾禕倫 (集集)

南拳：  (本項共 4 人報名)
許惠晴 (南投) 楊彩瑜 (南投) 張子恩 (南投) 李光立 (南投)

內家拳：  (本項共 6 人報名)
田若晴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陳怡文 (南投) 曾珮慈 (南投) 李云妘 (南投) 蔡佩穎 (南投)

長器械：  (本項共 9 人報名)
洪于涵 (水里) 盧昱臻 (水里) 馬瑞辰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陳依伶 (信義) 李光立 (南投) 陳均瑜 (集集)
曾奕惠 (集集) 鍾禕倫 (集集)

短器械：  (本項共 6 人報名)
洪于涵 (水里) 詹詠軫 (水里) 馬瑞辰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陳依伶 (信義) 曾奕惠 (集集)

奇門器械：  (本項共 5 人報名)
田若晴 (水里) 許芮菱 (南投) 陳怡文 (南投) 曾珮慈 (南投) 李光立 (南投)

高中國術
器械團練：  (本項共 11 人報名)

林明樟 (弘明) 吳明哲 (弘明) 林敬軒 (弘明) 林至恆 (弘明) 高秉宏 (弘明) 陳柏誠 (弘明) 陳光中 (弘明)
陳樵殊 (弘明) 曾彥凱 (弘明) 游家泓 (弘明) 陳慶嶽 (弘明)

拳術團練：  (本項共 5 人報名)
林明樟 (弘明) 吳明哲 (弘明) 林敬軒 (弘明) 林至恆 (弘明) 高秉宏 (弘明)

國中國術
器械團練：  (本項共 5 人報名)

陳冠妤 (中興) 李品嫻 (中興) 蕭佳瑜 (中興) 楊柏均 (中興) 黃少甫 (中興)
拳術團練：  (本項共 9 人報名)

陳冠妤 (中興) 李品嫻 (中興) 蕭佳瑜 (中興) 楊柏均 (中興) 黃少甫 (中興) 劉誠輊 (弘明) 徐于翔 (弘明)
余孟軒 (弘明) 黃宜柔 (弘明)

國小國術
器械團練：  (本項共 33 人報名)

盧昱臻 (水里) 詹詠軫 (水里) 馬瑞辰 (水里) 王茗毅 (水里) 陳崇郁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廖者瑋 (水里)
張倬斌 (水里) 許芮菱 (南投) 莊秀穎 (南投) 陳怡文 (南投) 曾珮慈 (南投) 李云妘 (南投) 蔡佩穎 (南投)
李宣儀 (南投) 張子恩 (南投) 許惠晴 (南投) 楊彩瑜 (南投) 曾詠墩 (南投) 黃柏禎 (南投) 林柏丞 (南投)
陳俞任 (南投) 簡詩芸 (南投) 張博鈞 (草屯) 陳子翔 (草屯) 李佳龍 (草屯) 葉瑋哲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吳宛儒 (草屯) 藍寶臻 (草屯) 林鈺璇 (草屯)

拳術團練：  (本項共 31 人報名)
吳霈軒 (水里) 盧昱臻 (水里) 詹詠軫 (水里) 馬瑞辰 (水里) 陳崇郁 (水里) 全凱蓉 (水里) 廖者瑋 (水里)
張倬斌 (水里) 許芮菱 (南投) 莊秀穎 (南投) 陳怡文 (南投) 曾珮慈 (南投) 李云妘 (南投) 蔡佩穎 (南投)
李宣儀 (南投) 張子恩 (南投) 李光立 (南投) 楊家燁 (南投) 曾英通 (南投) 沈尹植 (南投) 陳子耀 (南投)
劉韋廷 (南投) 藍英宸 (南投) 張博鈞 (草屯) 陳柏佑 (草屯) 陳子翔 (草屯) 廖家榆 (草屯) 陳思華 (草屯)
溫佳晴 (草屯) 吳宛儒 (草屯) 藍寶臻 (草屯)



社男巧固球  (本項共 4 隊報名)

水里鄉： 謝濰萁 李明峰 陳冠宇 馮盛瑜 蔡政道 李國男 黃志考 賴士堯 顏正乙
張鮻驛 江哲維 曾永成 陳建隆 林資期 陳英浩

埔里鎮： 張深峻 丁宗祐 游文忠 李浩祥 張丁仁 高辰捷 黃聖源 董  涵 謝采凌
高涵潔

草屯鎮： 王志全 洪勝展 曾建學 謝有誌 林以忠 張元輔 張力照 林耀家 黃偉誌
王志軒 趙大志 黃書彥 林信安 廖志堃 游宇翔

國姓鄉： 黃彥超 齊家星 黃祥恩 張庭鈞 曾凱翔 劉鴻恩 房振謙 顏政霖 洪家祥
吳仁宏 蔡明憲 張元勳 王俊評

小男巧固球
單網：  (本項共 2 隊報名)

水里鄉： 賴偉辰 林文棋 賴坤輝 楊世佐 徐新翔 莊秉瑞 徐偉翔 徐豪成 韓志偉
草屯鎮： 古澄霖 田豪安 趙金揚 陳胤圻 黃健軒 廖翊傑 張凱翔 甘健宏 范哲恩

蔡奉勝 莊智詠 陳亮鈞
雙網：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鄉： 吳志賢 何理謙 黃尹杰 吳冠傑 余文德 楊少 高傑 何昇宇 許祥雲
吳志軍 黃姿芸 余沛璇 廖巧柔 余婧如 林巧安

水里鄉： 林智偉 陳子瑋 柯伸德 潘毅璋 陳逸鴻 王傳義 李秉蔚 周奕滐 周佑滐
徐彥霖 陳柏穎 葉玉彥 林宥諭 張傑勛 林宸維

草屯鎮： 洪源德 蘇柏睿 柯智豪 陳冠宏 陳仕岳 簡文廷 陳亭言 林俞宏 江毅軒
李守辰 李宥頡 張憲文

國姓鄉： 徐梓傑 賴昱存 葉承昀 李杰恩 吳嘉祥 曾志義 呂俊佑 賴昱丞 邱博祥
吳品佑

小女巧固球
雙網：  (本項共 4 隊報名)

仁愛鄉： 黃姿芸 余沛璇 廖巧柔 黃蕙珊 余婧如 林巧安 李思華 吳雨涵
水里鄉： 張婕柔 黃瑜瑄 廖翊淳 張芷凡 陳姿岑 周鈺璇 湯懿庭 余念潔 蔡於臻

邱鈺芸 李依佩 陳昱潔 陳佳筠 洪芮盈
信義鄉： 甘聖妮 何書妍 何苓葳 何芷葳 伍善姬 方玟萱 何憶涵 馬沛羽 馬妤芯

何書晴 伍攸 楊瑜昕
埔里鎮： 黃慈茹 許靜茹 胡秀君 王淑蓁 徐敏淇 楊欣樺 杜易馨 幸慈薇 潘念慈

吳佳晏 巫欣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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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空手道
個人型：  (本項共 16 人報名)

黃俊賢 (旭高) 劉彥佑 (旭高) 梁煒賢 (旭高) 高旭 (旭高) 高偉志 (旭高) 胡家豪 (旭高) 洪振原 (旭高)
楊曜州 (旭高) 石政中 (旭高) 何名廣 (旭高) 陳智凱 (旭高) 葉志良 (旭高) 洪柏均 (旭高) 蔡舜宇 (旭高)
余瑞誠 (旭高) 陳濬培 (旭高)

個人對打：  (本項共 16 人報名)
黃俊賢 (旭高) 劉彥佑 (旭高) 梁煒賢 (旭高) 高旭 (旭高) 高偉志 (旭高) 胡家豪 (旭高) 洪振原 (旭高)
楊曜州 (旭高) 石政中 (旭高) 何名廣 (旭高) 陳智凱 (旭高) 葉志良 (旭高) 洪柏均 (旭高) 蔡舜宇 (旭高)
余瑞誠 (旭高) 陳濬培 (旭高)

個人型黑帶組：  (本項共 16 人報名)
黃俊賢 (旭高) 劉彥佑 (旭高) 梁煒賢 (旭高) 高旭 (旭高) 高偉志 (旭高) 胡家豪 (旭高) 洪振原 (旭高)
楊曜州 (旭高) 石政中 (旭高) 何名廣 (旭高) 陳智凱 (旭高) 葉志良 (旭高) 洪柏均 (旭高) 蔡舜宇 (旭高)
余瑞誠 (旭高) 陳濬培 (旭高)

個人對打重量組：  (本項共 7 人報名)
何名廣 (旭高) 陳智凱 (旭高) 葉志良 (旭高) 洪柏均 (旭高) 蔡舜宇 (旭高) 余瑞誠 (旭高) 陳濬培 (旭高)

個人對打輕量組：  (本項共 9 人報名)
黃俊賢 (旭高) 劉彥佑 (旭高) 梁煒賢 (旭高) 高旭 (旭高) 高偉志 (旭高) 胡家豪 (旭高) 洪振原 (旭高)
楊曜州 (旭高) 石政中 (旭高)

高女空手道
個人型：  (本項共 7 人報名)

葉田麗 (旭高) 周婕妤 (旭高) 黃碧美 (旭高) 谷郁欣 (旭高) 洪鳳品 (旭高) 谷芷菱 (旭高) 黃瑞羚 (旭高)
個人對打：  (本項共 7 人報名)

葉田麗 (旭高) 周婕妤 (旭高) 黃碧美 (旭高) 谷郁欣 (旭高) 洪鳳品 (旭高) 谷芷菱 (旭高) 黃瑞羚 (旭高)
個人型黑帶組：  (本項共 7 人報名)

葉田麗 (旭高) 周婕妤 (旭高) 黃碧美 (旭高) 谷郁欣 (旭高) 洪鳳品 (旭高) 谷芷菱 (旭高) 黃瑞羚 (旭高)
個人對打輕量組：  (本項共 7 人報名)

葉田麗 (旭高) 周婕妤 (旭高) 黃碧美 (旭高) 谷郁欣 (旭高) 洪鳳品 (旭高) 谷芷菱 (旭高) 黃瑞羚 (旭高)

國男空手道
個人型：  (本項共 30 人報名)

楊瀚宇 (仁愛) 杜健民 (仁愛) 余政顯 (仁愛) 何俊浩 (仁愛) 李恩賜 (仁愛) 李家銓 (仁愛) 潘紹剛 (仁愛)
陳立渝 (仁愛) 周杰倫 (旭光) 周子堯 (旭光) 吳興明 (旭光) 林育群 (旭光) 翁兆韡 (旭光) 何弘翔 (旭光)
韓棨賢 (旭光) 陳致翔 (旭光) 高柏勳 (旭光) 洪慶 (旭光) 許程邦 (旭光) 洪鉦鈞 (旭光) 鍾偉哲 (魚池)
王致仁 (魚池) 黃培碩 (魚池) 蘇建聖 (魚池) 徐庭瑞 (魚池) 黃盛揚 (魚池) 賴建樺 (魚池) 楊宏煇 (魚池)
葉志偉 (魚池) 巫觀曷 (魚池)

個人對打：  (本項共 30 人報名)
楊瀚宇 (仁愛) 杜健民 (仁愛) 余政顯 (仁愛) 何俊浩 (仁愛) 李恩賜 (仁愛) 李家銓 (仁愛) 潘紹剛 (仁愛)
陳立渝 (仁愛) 周杰倫 (旭光) 周子堯 (旭光) 吳興明 (旭光) 林育群 (旭光) 翁兆韡 (旭光) 何弘翔 (旭光)
韓棨賢 (旭光) 陳致翔 (旭光) 高柏勳 (旭光) 洪慶 (旭光) 許程邦 (旭光) 洪鉦鈞 (旭光) 鍾偉哲 (魚池)
王致仁 (魚池) 黃培碩 (魚池) 蘇建聖 (魚池) 徐庭瑞 (魚池) 黃盛揚 (魚池) 賴建樺 (魚池) 楊宏煇 (魚池)
葉志偉 (魚池) 巫觀曷 (魚池)

個人型色帶組：  (本項共 22 人報名)
楊瀚宇 (仁愛) 杜健民 (仁愛) 余政顯 (仁愛) 何俊浩 (仁愛) 李恩賜 (仁愛) 李家銓 (仁愛) 潘紹剛 (仁愛)
陳立渝 (仁愛) 高柏勳 (旭光) 洪慶 (旭光) 許程邦 (旭光) 洪鉦鈞 (旭光) 鍾偉哲 (魚池) 王致仁 (魚池)
黃培碩 (魚池) 蘇建聖 (魚池) 徐庭瑞 (魚池) 黃盛揚 (魚池) 賴建樺 (魚池) 楊宏煇 (魚池) 葉志偉 (魚池)
巫觀曷 (魚池)

個人型黑帶組：  (本項共 8 人報名)
周杰倫 (旭光) 周子堯 (旭光) 吳興明 (旭光) 林育群 (旭光) 翁兆韡 (旭光) 何弘翔 (旭光) 韓棨賢 (旭光)
陳致翔 (旭光)

個人對打色帶組：  (本項共 22 人報名)
楊瀚宇 (仁愛) 杜健民 (仁愛) 余政顯 (仁愛) 何俊浩 (仁愛) 李恩賜 (仁愛) 李家銓 (仁愛) 潘紹剛 (仁愛)
陳立渝 (仁愛) 高柏勳 (旭光) 洪慶 (旭光) 許程邦 (旭光) 洪鉦鈞 (旭光) 鍾偉哲 (魚池) 王致仁 (魚池)
黃培碩 (魚池) 蘇建聖 (魚池) 徐庭瑞 (魚池) 黃盛揚 (魚池) 賴建樺 (魚池) 楊宏煇 (魚池) 葉志偉 (魚池)
巫觀曷 (魚池)

個人對打重量組：  (本項共 3 人報名)
何弘翔 (旭光) 韓棨賢 (旭光) 陳致翔 (旭光)

個人對打輕量組：  (本項共 5 人報名)
周杰倫 (旭光) 周子堯 (旭光) 吳興明 (旭光) 林育群 (旭光) 翁兆韡 (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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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女空手道
個人型：  (本項共 20 人報名)

楊佳芊 (仁愛) 詹雨晴 (仁愛) 方孝萱 (仁愛) 楊佳慈 (仁愛) 辜雪芃 (旭光) 陳喜子 (旭光) 黃柏芝 (旭光)
張婷 (旭光) 松依璇 (旭光) 石愛琪 (旭光) 洪芷暄 (旭光) 袁甄妤 (魚池) 楊依紋 (魚池) 胡琪 (魚池)
邱婷偉 (魚池) 黃姿穎 (魚池) 詹柔蓁 (魚池) 莊盈芊 (魚池) 巫倪芳 (魚池) 劉佩珊 (魚池)

個人對打：  (本項共 20 人報名)
楊佳芊 (仁愛) 詹雨晴 (仁愛) 方孝萱 (仁愛) 楊佳慈 (仁愛) 辜雪芃 (旭光) 陳喜子 (旭光) 黃柏芝 (旭光)
張婷 (旭光) 松依璇 (旭光) 石愛琪 (旭光) 洪芷暄 (旭光) 袁甄妤 (魚池) 楊依紋 (魚池) 胡琪 (魚池)
邱婷偉 (魚池) 黃姿穎 (魚池) 詹柔蓁 (魚池) 莊盈芊 (魚池) 巫倪芳 (魚池) 劉佩珊 (魚池)

個人型色帶組：  (本項共 15 人報名)
楊佳芊 (仁愛) 詹雨晴 (仁愛) 方孝萱 (仁愛) 楊佳慈 (仁愛) 石愛琪 (旭光) 洪芷暄 (旭光) 袁甄妤 (魚池)
楊依紋 (魚池) 胡琪 (魚池) 邱婷偉 (魚池) 黃姿穎 (魚池) 詹柔蓁 (魚池) 莊盈芊 (魚池) 巫倪芳 (魚池)
劉佩珊 (魚池)

個人型黑帶組：  (本項共 5 人報名)
辜雪芃 (旭光) 陳喜子 (旭光) 黃柏芝 (旭光) 張婷 (旭光) 松依璇 (旭光)

個人對打色帶組：  (本項共 15 人報名)
楊佳芊 (仁愛) 詹雨晴 (仁愛) 方孝萱 (仁愛) 楊佳慈 (仁愛) 石愛琪 (旭光) 洪芷暄 (旭光) 袁甄妤 (魚池)
楊依紋 (魚池) 胡琪 (魚池) 邱婷偉 (魚池) 黃姿穎 (魚池) 詹柔蓁 (魚池) 莊盈芊 (魚池) 巫倪芳 (魚池)
劉佩珊 (魚池)

個人對打黑帶組：  (本項共 5 人報名)
辜雪芃 (旭光) 陳喜子 (旭光) 黃柏芝 (旭光) 張婷 (旭光) 松依璇 (旭光)

小男空手道
個人型：  (本項共 5 人報名)

歐柏陞 (草屯) 陳俊廷 (草屯) 梁景彥 (草屯) 簡丞甫 (草屯) 黃立宇 (草屯)
個人對打：  (本項共 5 人報名)

歐柏陞 (草屯) 陳俊廷 (草屯) 梁景彥 (草屯) 簡丞甫 (草屯) 黃立宇 (草屯)



小女女子壘球  (本項共 2 隊報名)

仁愛鄉： 黃愛倫 黃德慧 黃以晴 石宇晴 黃玟萱 黃子晴 高淑慧 廖尹靜 高家慈
黃敏萱 黃敏珍 潘尹恩 黃岑芬 伍惠琳 柯沛妤 何雅培 田歆 馬薇

埔里鎮： 劉耘希 黃薏庭 陳俞蓁 黃薏倩 林佳璇 楊采蓁 湯家恩 白暄璘 黃翊庭
賴芊穎 王雅惠 田宜珍 邱于庭 劉文媛 翁皓歆 陳妤軒 王祐瑄 王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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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地面高爾夫
個人：  (本項共 37 人報名)

林清吉 (中寮) 李建智 (中寮) 張詩敬 (中寮) 吳棟樑 (中寮) 張慶向 (中寮) 施四泉 (水里) 許新逢 (水里)
林添義 (水里) 施格概 (水里) 陳雅展 (水里) 林慶桐 (水里) 陳憲輝 (水里) 曾清峰 (竹山) 謝天隨 (竹山)
林學書 (竹山) 羅子龍 (竹山) 林清得 (竹山) 陳肇欽 (竹山) 曾斗文 (竹山) 陳金龍 (竹山) 黃秋瑯 (南投)
魏為吉 (南投) 沈六煌 (南投) 曾作欽 (南投) 林唯一 (南投) 鄒來重 (南投) 洪深順 (草屯) 洪育綸 (草屯)
洪新高 (草屯) 陳榮輝 (草屯) 廖錦雲 (草屯) 石敬萬 (魚池) 王良 (魚池) 蘇天送 (魚池) 葉振昌 (魚池)
王盛本 (魚池) 陳山內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6 隊報名)
中寮鄉： 林清吉 李建智 張詩敬 吳棟樑 張慶向
水里鄉： 施四泉 許新逢 林添義 施格概 陳雅展 林慶桐
竹山鎮： 曾清峰 謝天隨 林學書 羅子龍 林清得 陳肇欽
南投市： 黃秋瑯 魏為吉 沈六煌 曾作欽 林唯一 鄒來重
草屯鎮： 洪深順 洪育綸 洪新高 陳榮輝 廖錦雲
魚池鄉： 石敬萬 王良 蘇天送 葉振昌 王盛本 陳山內

社女地面高爾夫
個人：  (本項共 37 人報名)

林麗津 (中寮) 張素 (中寮) 吳秀愛 (中寮) 洪李新香 (中寮) 吳勝祝 (中寮) 詹秋蘭 (中寮) 簡秋香 (中寮)
張文霙 (中寮) 陳程紅珠 (水里) 簡女敏 (水里) 楊英蘭 (水里) 涂妙淑 (水里) 黃秀美 (水里) 曾秋梅 (水里)
張秋雲 (竹山) 林陳珠雲 (竹山) 陳秋香 (竹山) 羅珠容 (竹山) 林瓊微 (竹山) 林碧霞 (竹山) 蔡劉貴美 (竹山)
邱張姜 (竹山) 簡澄惠 (南投) 唐麗雪 (南投) 陳淑真 (南投) 紀雪霞 (南投) 林美智 (南投) 簡彩雲 (南投)
洪碧歸 (魚池) 黃阿美 (魚池) 蔡金滿 (魚池) 施雪峰 (魚池) 黃萍珠 (魚池) 李梅仔 (魚池) 陳秀卿 (魚池)
劉素蘭 (魚池) 蔡淑 (魚池)

團體：  (本項共 5 隊報名)
中寮鄉： 林麗津 張素 吳秀愛 洪李新香 吳勝祝 詹秋蘭 簡秋香 張文霙
水里鄉： 陳程紅珠 簡女敏 楊英蘭 涂妙淑 黃秀美 曾秋梅
竹山鎮： 張秋雲 林陳珠雲 陳秋香 羅珠容 林瓊微 林碧霞
南投市： 簡澄惠 唐麗雪 陳淑真 紀雪霞 林美智 簡彩雲
魚池鄉： 洪碧歸 黃阿美 蔡金滿 施雪峰 黃萍珠 蔡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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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沙灘排球
A隊：  (本項共 10 人報名)

謝泓諺 (中寮) 田聖哲 (中寮) 李長 (仁愛) 馬瑞林 (仁愛) 廖志峰 (南投) 曾健龍 (南投) 郭中吏 (埔里)
黃寶貴 (埔里) 李岳霖 (草屯) 胡志明 (草屯)

B隊：  (本項共 4 人報名)
蔡順吉 (南投) 黃玉任 (南投) 張聖奇 (草屯) 王時淵 (草屯)

C隊：  (本項共 2 人報名)
唐嘉欣 (草屯) 林家豪 (草屯)

社女沙灘排球
A隊：  (本項共 6 人報名)

王星惠 (竹山) 王宜惠 (竹山) 林郁欣 (南投) 李淑雲 (南投) 簡欣第 (草屯) 簡安第 (草屯)
B隊：  (本項共 2 人報名)

黃丹琦 (草屯) 葉柔吟 (草屯)

國男沙灘排球
A隊：  (本項共 8 人報名)

蕭煜銨 (中寮) 詹子琪 (中寮) 田強 (信義) 金瑞恩 (信義) 陳鍚寬 (南崗) 張哲瑜 (南崗) 李岳霖 (草屯)
謝耀德 (草屯)

B隊：  (本項共 8 人報名)
李駿毅 (中寮) 陳彥豪 (中寮) 方政 (信義) 金文祥 (信義) 柯孟昕 (南崗) 汪邵柏 (南崗) 何柏諺 (草屯)
廖文詳 (草屯)

C隊：  (本項共 8 人報名)
鐘殷俊 (中寮) 陳仲崴 (中寮) 松雅各 (信義) 劉峻誠 (信義) 林冠池 (南崗) 朱首銘 (南崗) 林忠孝 (草屯)
王士瑋 (草屯)

國女沙灘排球
A隊：  (本項共 8 人報名)

謝慧潔 (中寮) 廖文琳 (中寮) 幸思汎 (中興) 張庭瑜 (中興) 陳以玲 (南崗) 陳思綺 (南崗) 蔡佩妤 (草屯)
陳孟喧 (草屯)

B隊：  (本項共 6 人報名)
梁雅筑 (中寮) 張瑋珊 (中寮) 曾香萌 (南崗) 吳旻錡 (南崗) 李昕育 (草屯) 陳韋汝 (草屯)

C隊：  (本項共 4 人報名)
廖小萱 (中寮) 李侑蓁 (中寮) 嚴貞 (南崗) 楊雅汝 (南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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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19 人報名)

陳楷文 (旭高) 連國雄 (旭高) 麥凱翔 (旭高) 黃啟邦 (旭高) 梁守鈞 (旭高) 潘諭瑋 (旭高) 陳一鳴 (旭高)
黃立豪 (旭高) 洪浚獻 (旭高) 曾冠誠 (旭高) 廖沖諺 (旭高) 林育震 (埔工) 郭佳龍 (埔工) 陳泓任 (埔工)
劉宗霖 (埔工) 陳界綸 (埔工) 徐任蔚 (埔工) 陳威志 (埔工) 陳柏盛 (埔工)

團體賽：  (本項共 2 隊報名)
旭光高中部： 陳楷文 連國雄 麥凱翔 黃啟邦 梁守鈞 潘諭瑋 陳一鳴 廖沖諺
埔里高工： 林育震 郭佳龍 陳泓任 劉宗霖 陳界綸 徐任蔚 陳威志 陳柏盛

高女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4 人報名)

康瑜軒 (旭高) 溫佳瑜 (旭高) 申慧筑 (旭高) 傅羽妏 (埔工)

國男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14 人報名)

石子逸 (大成) 劉瀚元 (大成) 陳陽 (大成) 廖晉民 (大成) 黃奕凱 (旭光) 李軒瑋 (旭光) 曾佳順 (埔里)
谷權威 (埔里) 黃憲威 (埔里) 黃立翔 (埔里) 廖乙安 (埔里) 莊昀諭 (鹿谷) 黃誌緯 (鹿谷) 林辰鴻 (鹿谷)

團體賽：  (本項共 3 隊報名)
大成國中： 石子逸 劉瀚元 陳陽 廖晉民
埔里國中： 曾佳順 谷權威 黃憲威 黃立翔 廖乙安
鹿谷國中： 莊昀諭 黃誌緯 林辰鴻

國女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9 人報名)

張芸綺 (旭光) 溫雅雯 (旭光) 李宇羚 (旭光) 蕭佳妤 (埔里) 蘇育嬋 (埔里) 謝汶芯 (埔里) 劉立婷 (埔里)
林韋桐 (鹿谷) 盧慧蓮 (鹿谷)

團體賽：  (本項共 2 隊報名)
旭光國中部： 張芸綺 溫雅雯 李宇羚
埔里國中： 蕭佳妤 蘇育嬋 謝汶芯 劉立婷

小男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9 人報名)

羅恩 (仁愛) 何政諺 (仁愛) 黃宏恩 (仁愛) 黃子君 (仁愛) 谷夏杰 (信義) 甘智賢 (信義) 多利 (信義)
全佑成 (信義) 石嘉禾 (魚池)

團體賽：  (本項共 2 隊報名)
仁愛鄉： 羅恩 何政諺 黃宏恩 黃子君
信義鄉： 谷夏杰 甘智賢 多利 全佑成

小女射箭
個人賽：  (本項共 12 人報名)

陳靈恩 (仁愛) 黃妤婕 (仁愛) 陳妤薰 (仁愛) 宋宜婷 (仁愛) 谷孝慈 (信義) 谷薰 (信義) 幸天愛 (信義)
田馨 (信義) 甘羽鳳 (信義) 王歆評 (魚池) 石又如 (魚池) 高鈺婷 (魚池)

團體賽：  (本項共 3 隊報名)
仁愛鄉： 陳靈恩 黃妤婕 陳妤薰 宋宜婷
信義鄉： 谷孝慈 谷薰 幸天愛 田馨
魚池鄉： 王歆評 石又如 高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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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圍棋
初段組：  (本項共 16 人報名)

曾詠墩 (名間) 曾世緯 (名間) 劉翰鴻 (竹山) 柯景軒 (南投) 張晉嘉 (南投) 李晉宇 (南投) 林士榤 (南投)
林宗陸 (南投) 許文科 (南投) 林俊廷 (南投) 王秀 (南投) 吳彥臻 (南投) 簡瑞春 (草屯) 溫哥華 (草屯)
林永家 (草屯) 簡文榮 (草屯)

二段組：  (本項共 9 人報名)
范鼎新 (竹山) 劉叡廷 (竹山) 謝旻修 (竹山) 鄭仲芸 (南投) 黃子軒 (南投) 施秉榕 (南投) 曾基富 (草屯)
游采錚 (草屯) 簡妘芯 (草屯)

三段組：  (本項共 11 人報名)
陳冠儒 (竹山) 黃士庭 (南投) 黃泊泰 (南投) 王以軒 (南投) 許又仁 (南投) 王家昀 (南投) 吳閎宇 (南投)
游育銓 (草屯) 洪子詠 (草屯) 呂威整 (草屯) 李易修 (草屯)

四段組：  (本項共 18 人報名)
蔡彤筠 (名間) 鄭睿宇 (竹山) 王柏庭 (竹山) 董嘉祐 (竹山) 劉翰徽 (竹山) 林文傑 (南投) 吳佳蓉 (南投)
謝文瀚 (南投) 黃珣綦 (南投) 王以琳 (南投) 吳政翰 (南投) 吳政彥 (南投) 吳政倫 (南投) 陳維凡 (南投)
林嘉俊 (南投) 林志陽 (草屯) 李易辰 (草屯) 詹東盛 (草屯)

五段組：  (本項共 18 人報名)
李翔振 (名間) 李淵凱 (竹山) 余秉諠 (南投) 邱聖友 (南投) 柯景倫 (南投) 吳乾佑 (南投) 陳聿脩 (南投)
黃茂竣 (南投) 林信甫 (南投) 林冠廷 (草屯) 林子瑜 (草屯) 姚承宏 (草屯) 吳建甫 (草屯) 洪睿廷 (草屯)
沈友仁 (草屯) 楊晟右 (草屯) 洪一正 (草屯) 曾俊龍 (國姓)

級位甲組：  (本項共 18 人報名)
李秉擇 (名間) 陳怡璇 (竹山) 劉虹君 (竹山) 黃星澤 (竹山) 謝韶芸 (竹山) 吳愷勳 (南投) 林佳仕 (南投)
林言安 (南投) 湯婉翎 (南投) 陳毓曄 (南投) 陳重富 (南投) 洪國晉 (南投) 黃庭晧 (南投) 陳俞任 (南投)
陳柏名 (南投) 洪子晴 (草屯) 林品昕 (草屯) 洪苡哲 (草屯)

六.七段組：  (本項共 14 人報名)
林耶凡 (水里) 廖得莨 (名間) 江峻豪 (名間) 鄭宸祐 (名間) 陳為伸 (竹山) 陳鈺芳 (竹山) 張子良 (竹山)
余秉諴 (南投) 楊金甌 (南投) 吳彥廷 (南投) 林承駿 (南投) 陳芊瑜 (南投) 林嘉哲 (南投) 蔡叡旻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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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撞球
公開混合：  (本項共 51 人報名)

鄭哲恩 (埔里) 徐字泫 (埔里) 唐佐飛 (埔里) 洪健峰 (埔里) 陳培凱 (埔里) 白振昌 (埔里) 何明憲 (埔里)
張裕隆 (埔里) 白政隆 (埔里) 劉以廉 (埔里) 邱奕權 (埔里) 陳永禎 (埔里) 葉宜芳 (埔里) 楊亦隆 (埔里)
潘韋翰 (埔里) 蘇文凱 (埔里) 郭懋翔 (埔里) 郭義福 (埔里) 黃今宜 (埔里) 蔣子亮 (埔里) 唐蔚民 (埔里)
林志螢 (埔里) 曾猷傑 (草屯) 李宗霖 (草屯) 樊致浩 (草屯) 黃繼輝 (草屯) 黃瑞賢 (草屯) 黃冠翔 (草屯)
蔡明樺 (草屯) 蔡明煌 (草屯) 張振耀 (草屯) 賴俊男 (草屯) 楊文海 (草屯) 紀駿成 (草屯) 張家良 (草屯)
林鉦智 (草屯) 吳自強 (草屯) 陳榆夫 (草屯) 張志立 (草屯) 許振堯 (草屯) 劉昱甫 (草屯) 王僑震 (草屯)
賴証庸 (國姓) 吳佃柯 (國姓) 李春林 (國姓) 盧志華 (國姓) 盧志明 (國姓) 王榮舟 (國姓) 莊德添 (國姓)
陳俊光 (國姓) 陳信吉 (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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