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社男組參賽隊伍

一、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教練 陳瑞蓮 郭進昇 唐婉琇 管理 陳瑞蓮

選手 55KG 高誌緯 55KG 羅聖翔 73KG 胡育恆 73KG 邢浩典

89KG 古翊博 89KG 林冠瑀 109KG 王俊傑 +109KG 楊佳霖

二、長榮大學

領隊 李泳龍 教練 楊素冠 謝偉軍 管理 林玫沂

選手 61KG 何秉浩 67KG 許進忠 73KG 劉恩誠 73KG 王文哲

81KG 陳又瑋 81KG 劉嘉呈 102KG 董銘常 109KG 游柏成

+109KG 陳柏智

三、第一銀行

領隊 杜文達 教練 吳銘通 管理 蘇明德

選手 67KG 劉永富 81KG 莊盛閔 +109KG 謝昀庭

四、臺體大

領隊 黃彥翔 教練 王信淵 管理 陳王衡

選手 73KG 陳王衡 73KG 林駿瑋 81KG 徐政洲 96KG 鄭齊葳

五、新北市

領隊 黃進根 教練 黃達德 劉昀蒨 管理 何筱珺 

選手 61KG 高翊崴 67KG 張志祥 73KG 鄭翔駿 81KG 張政宏

81KG 呂冠霆 89KG 張淳博 89KG 方子均 96KG 童建融

96KG 黃則維 +109KG 林張芳

六、國體大A

領隊 呂景義 教練 陳淑枝 陳葦綾

選手 55KG 陳嘉隆 55KG 江宏恩 61KG 高志霖 61KG 江念恩

67KG 張修維 67KG 鍾茂森 73KG 黃品勳 73KG 黃承志

81KG 呂順陽 89KG 謝子洧 89KG 蘇柏叡 96KG 謝子昊

七、國體大B

領隊 呂景義 教練 陳淑枝 陳葦綾

選手 55KG 江宏恩 61KG 陳正寶 67KG 陳衍麟 67KG 鍾茂森

73KG 戴垚駿 73KG 楊駿杰 81KG 許哲愷 89KG 李冠宏

96KG 張禎 109KG 李俊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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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男組參賽隊伍

領隊 王元仁 教練 陳涵彤 謝尚成 李秀屏 管理 周志昌

選手 81KG 楊偉達 96KG 黃  政

九、個人

北市大 55KG 張勝傑 高雄舉委67KG 簡勁禾 個  人 67KG 唐啟中

個  人 73KG 盧明弘 台中市 73KG 鍾瑞聰 高雄舉委81KG 陳建庭

台中市 81KG 鄭皓平 輔仁大學81KG 陳嘉育 萬芳高中81KG 李天翔

高雄舉委89KG 蔣博勝 台中市 89KG 賴佑明 個  人 102KG 黃冠瑀

高雄舉委109KG 李浩然 台中市 +109KG 翁增宇

八、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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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女組參賽隊伍

一、新北市

領隊 黃進根 教練 黃達德 劉昀蒨 管理 何筱珺

選手 55KG 李家欣 59KG 楊云思 64KG 蘇鈺鈴 71KG 陳玟卉

71KG 洪筠絜 76KG 陳恩慈 76KG 黃麗芬 87KG 胡曉曼

87KG 羅楹湲 +87KG 江芷琦

二、高雄市舉重委員會

領隊 邱水文 教練 吳銘通 管理 黃淑芬

選手 45KG 洪梓瑜 49KG 黃郁涵 59KG 江念欣 76KG 潘郁儒

三、第一銀行

領隊 杜文達 教練 蘇明德 管理 章碧文

選手 76KG 陳恩慈 87KG 胡曉曼 87KG 羅楹湲

四、長榮大學

領隊 林玫沂 教練 楊素冠 謝偉軍

選手 76KG 邱靜儀

五、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教練 陳瑞蓮 郭進昇 唐婉琇

選手 55KG 鄭婷憶 55KG 黃雅婷 59KG 詹芊慧 64KG 李偉嘉

64KG 劉昀珊 76KG 廖怡慈 76KG 陳怡馨 81KG 鄭湘雯

五、臺體大

領隊 黃彥翔 教練 王信淵 顏瑋倩 管理 吳佳芳

選手 55KG 吳佳芳 59KG 吳佳蓉 71KG 吳佳芬 76KG 張俞琪

六、國體大A

領隊 呂景義 教練 陳葦綾 陳淑枝

選手 49KG 方莞靈 55KG 霸澤昂·依邦 55KG 曾瀅珊 59KG 陳萱芙

64KG 許瑋君 64KG 廖昀梵 71KG 周雯萱 71KG 楊淑婷

81KG 高主筠 87KG 余思函 87KG 李怡柔 +87KG 林曉培

七、國體大B

領隊 呂景義 教練 陳葦綾 陳淑枝

選手 55KG 方莞靈 55KG 曾瀅珊 59KG 陳萱芙 64KG 李琬琪

64KG 羅婉慈 87KG 李怡柔 +87KG 林曉培

八、個人

萬芳高中49KG 曾誼凡 輔仁大學59KG 謝佳晏 台中市 71KG 謝亞陵

個  人 87KG 汪凌蓁 台中市 +87KG 章育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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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參賽隊伍

一、萬芳高中

領隊 劉葳蕤 教練 呂育如 戴永淳 廖怡慈 周家嘉 管理 楊家鑫

選手 67KG 黃孟研 73KG 林冠群 73KG 周致遠 81KG 鄭鴻恩

96KG 鄭亦凱 96KG 陳冠綸

二、臺東高中

領隊 蔡美瑤 教練 謝建宏 管理 王羚

選手 67KG 巴羽辰 89KG 余齊 89KG 周建岑 109KG 胡詠傑

+109KG 邱林添財

三、台東體中

領隊 陳明志 教練 蒲雅玲 丁欣薇 何偉庭 管理 何偉庭

選手 67KG 古宇皓 73KG 孫海文

四、岡山高中

領隊 張國津 教練 陳聖元

 洪萬庭 管理 黃金珠

選手 55KG 陳凱澤 61KG 王雨凱 89KG 朱至烽

五、清水高中

領隊 鍾雲英 教練 張聖斌 陳錦瑞 鄭翔駿 管理 郭星鴻  

選手 61KG 洪仁豪 61KG 林黃立 73KG 許家睿 73KG 江俊傑

81KG 王立宏 81KG 黃鑫興 89KG 曾靖宇 89KG 黃雋軒

96KG 黃雋軒 109KG 侯博文 +109KG 林宗廷

六、內埔農工

領隊 張世波 教練 郭品君

選手 61KG 楊毓昆 73KG 曾智淵

七、玉井工商

領隊 陳培德 教練 陳涵彤 陳淑真 楊偉達

選手 55KG 羅玄明 67KG 林躍縉 81KG 林耀中 +109KG 羅承昌

八、白河商工

領隊 薛東埠 教練 曾上源 葉婷芳 卯英華 管理 黃資皓

選手 55KG 余弘益 61KG 高毓佑 67KG 黃絃誌 102KG 葉廷松

102KG 王佑承

九、新社高中

領隊 許祐鵬 教練 劉翰文 管理 王景濬

選手 67KG 林彥賢 81KG 林彥志 81KG 史  灝 89KG 蔡家俊

96KG 江紹渝 96KG 馬靖捷 +109KG 林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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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參賽隊伍

十、陽明高中

領隊 蔡哲銘 管理 柯明廷 教練 廖雪莉

選手 61KG 張家寶 67KG 張鈺森 81KG 劉仕瑋

十一、鼓山高中

領隊 廖俞雲 教練 吳銘通 蔣博勝 管理 黃淑芬 

選手 55KG 徐承浤 61KG 宋承達 67KG 楊帆順 73KG 謝辰皓

73KG 顏誠佑 81KG 呂宸旭 89KG 劉宸睿 96KG 謝志鵬

109KG 陳均瑋 +109KG 陳家逸

十二、大里高中

領隊 廖敏樂 教練 張育華 鄭偲吟 陳亭如 管理 劉文翰

選手 61KG 林瑜聖 61KG 林明忠 67KG 劉哲瑋 67KG 王晉輝

73KG 傅嘉宏 81KG 潘嘉佑 81KG 鄭敬煒 96KG 劉士順

102KG 李偉誠 109KG 江紹楷 +109KG 梁喬閔 +109KG 潘頌泉

十三、安康高中

領隊 謝金城 教練 許穎溪 林明依 管理 吳耀庭

選手 55KG 唐浚彥 61KG 陳禹亨 67KG 陳祐閩 73KG 周昱鋒

73KG 林泓廷 89KG 楊勝荃 89KG 林芮立 109KG 黃振紘

十四、玉里高中

領隊 鄭志明 教練 詹依燃 管理 張錦龍

選手 55KG 田君寶 67KG 李昱翔 73KG 陳世傑 +109KG 李宥憲

十五、海山高中

領隊 古秀菊 教練 林張芳 李玟寬 管理 蔡坤法 

選手 61KG 張用和 61KG 李宥均 67KG 林寶迪 67KG 陳彥文

81KG 邱宗平 81KG 洪詠翔 89KG 黃志文 89KG 許晉嘉

102KG 黃  敬

十六、二林工商

領隊 劉玲慧 教練 黃雅菁 楊景聰 吳文津

選手 61KG 孫永福 61KG 李昱德 67KG 鄭平澔 67KG 吳東易

73KG 陳昱嘉 73KG 陳奕賢 81KG 張哲瑋 81KG 陳毓升

89KG 徐正發 89KG 謝宗明 96KG 許家綸 109KG 王俊雄

十七、路竹高中

領隊 盧正川 教練 黃厚銘 黃家政 管理 蔡雅玲

選手 61KG 穆琪融 73KG 蔡定城 81KG 黃麒安 96KG 李思勳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高男組參賽隊伍

十八、壽山高中

領隊 徐宗盛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林聖倫 管理 紀淑文

選手 67KG 呂學煌 73KG 宋明儐 73KG 張恩齊 89KG 陳俊叡

十九、來義高中

領隊 陳冠明 教練 盧映錡

選手 55KG 陳  凱 67KG 馬柏君 +109KG 高家輝

二十、個人

中正高中 61KG 李承恩 北斗家商 61KG 陳毅恆 穀保家商 73KG 顏睿賢

北斗家商 73KG 巫侑霖 彰縣成功 81KG 邱建祐 個人 81KG 薛凱文

中正高中 96KG 朱  謹 彰縣成功 102KG 蕭富謙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高女組參賽隊伍

一、白河商工

領隊 薛東埠 教練 曾上源 葉婷芳 卯英華 管理 黃資皓

選手 49KG 楊妤瑄 49KG 巴羽涵 64KG 李恩昀 81KG 王新琇

二、斗南高中

領隊 林秀娟 教練 廖志明 楊勝雄 周育資 管理 賴睿盛

選手 45KG 李昱萱 49KG 莊倚淇 59KG 林佳鈺 64KG 沈儀瑋

64KG 吳亦孳 71KG 廖文鳳 76KG 林姵筠 76KG 田欣潔

三、新社高中

領隊 許祐鵬 教練 劉翰文 管理 王景濬

選手 45KG 鍾憶嫙 49KG 王善美 55KG 劉芷庭 55KG 李姿璇

76KG 顏瑋勤 87KG 湯嘉琪 +87KG 林沛妤

領隊 陳培德 教練 陳涵彤 陳淑真 黃政

選手 64KG 謝育采 76KG 柯徐雅昀

五、臺東高中

領隊 蔡美瑤 教練 謝建宏 管理 陳司衡

選手 45KG 周佳怡 49KG 陳思頤 49KG 陳珮琳 55KG 邱嘉欣

59KG 胡雲芳 64KG 王  蕊 71KG 陳姿羽 +87KG 胡奕萱

六、海山高中

領隊 古秀菊 教練 林張芳 李玟寬 管理 蔡坤法

選手 55KG 柯羽柔 59KG 王思靜 64KG 蘇鈺婷

七、壽山高中

領隊 徐宗盛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林聖倫 管理 紀淑文  

選手 49KG 夏佩怡 55KG 黃凱歆 71KG 陳歆寧 76KG 彭羽琳

81KG 陳品諠

八、鼓山高中

領隊 廖俞雲 教練 吳銘通 陳律宸 管理 林建志

選手 55KG 鄭珮琪 59KG 林欣慧 64KG 曾靖淳 64KG 高妤欣

71KG 江訢悅 76KG 陳韻亘 81KG 顏雅雯 87KG 吳秀靜

+87KG 雷宜潔

四、玉井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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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里高中

領隊 廖敏樂 教練 張育華 鄭偲吟 陳亭如 管理 劉文翰

選手 49KG 侯馨貽 55KG 廖嘉怡 59KG 洪心妤 64KG 紀  澐

64KG 陳姿諭 76KG 吳炘蓉 81KG 王妤慈 81KG 蔡思佳

+87KG 林雯蓁

十、岡山高中

領隊 張國津 教練 陳聖元 洪萬庭 管理 黃金珠

選手 49KG 王韻暄

十一、安康高中

領隊 謝金城 教練 許穎溪 林明依 管理 吳耀庭

選手 55KG 陳冠伶 64KG 金儀文 71KG 李幸恩

十二、陽明高中

領隊 蔡哲銘 教練 廖雪利 管理 柯明廷

選手 49KG 郭潔珊

十三、路竹高中

領隊 盧正川 教練 黃厚銘 黃家政 管理 蔡雅玲

選手 49KG 潘幸甄 59KG 林語晴 59KG 吳宣萱 64KG 王宜婷

71KG 潘春金 76KG 陳可可

十四、大同高中

領隊 王郁菁 教練 郭羿含 管理 吳之惠

選手 45KG 傅程筠 49KG 潘鈺慧 59KG 童千彗 64KG 徐子柔

71KG 童志媛 71KG 王薏慈 76KG 紀芷涵

十五、枋寮高中

領隊 陳志偉 教練 劉芊君

選手 55KG 陳毓珊 76KG 楊云萱

十六、清水高中

領隊 鍾雲英 教練 張聖斌 陳錦瑞 鄭翔駿 管理 郭星鴻

選手 49KG 黃彩薇 49KG 張巧萱

十七、彰縣成功高中

領隊 林克修 教練 李佳穗 游筑淇 管理 陳昶豫

選手 45KG 蕭瑋辰 49KG 黃宜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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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個人

北斗家商55KG 邱于菱 北斗家商55KG 許珮蓁 公東高工55KG 邱子恩

公東高工71KG 吳沛蓁 新北高工64KG 陳逸家 個人 76KG 蒙雅婷

萬芳高中81KG 鄭湘薇 二林工商81KG 陳柔方 萬芳高中87KG 林思賢

公東高工+87KG 古心薇 二林工商+87KG 陳柔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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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男組參賽隊伍

一、高市桃源國中

領隊 陳世明 教練 林秀玲 管理 阿穌嵐

選手 61KG 高紳旭 61KG 謝恩賜 73KG 謝辰佑

二、中市成功國中

領隊 蔡政忠 教練 顏思佳 林泓為 管理 黃昱仁

選手 49KG 黃冠傑 49KG 司楓閔 55KG 蘇上銘 61KG 王彥傑

61KG 黃家挺 67KG 王冠鑫 73KG 蔡東豐 73KG 李侑昇

89KG 吳  優 96KG 黃鉦憲

三、新北中平國中

領隊 林裕國 教練 鍾誱𨧨 管理 李胤錡

選手 61KG 龔定洋 73KG 蔡博崴

四、中市立新國中

領隊 張嘉亨 教練 賴湘婷 管理 蕭奕辰

選手 49KG 劉佳閎 55KG 許庭華 55KG 涂珈銓 61KG 歐洧杰

67KG 許豐顗 96KG 高御展

五、卑南國中

領隊 游數珠 教練 胡俊雄 管理 林妙玟

選手 49KG 古愷恩 61KG 林勇康 61KG 施致均 73KG 顏邵權

89KG 顏邵葵

六、阿蓮國中

領隊 曹永松 教練 洪秀玲 余政霖 管理 洪源茂 

選手 49KG 歐政旻 49KG 詹勝竹 55KG 郭景平 55KG 杜俊凱

61KG 朱仕丞 81KG 朱宥愷 102KG 高宇霆

七、中市新光國中

領隊 楊憲章 教練 陳玟伶 呂世武 管理 王嘉麟

選手 49KG 沈翊宏 55KG 莊詠勝 61KG 許寓閎 73KG 宋秉溢

73KG 謝承恩 81KG 何丞傑 89KG 林瑜模 96KG 黃晟豪

八、彰縣社頭國中

領隊 周昌憲 教練 謝志典 游筑淇 管理 楊淑如

選手 49KG 蕭閎源 55KG 陳明源 55KG 蕭鋐禎 61KG 陳震泰

67KG 陳柏豪 67KG 劉克乾

九、彰縣埤頭國中

領隊 許文宗 教練 蔡宜葶 許淑眞

選手 49KG 吳宥廷 49KG 邱詠翔 55KG 蔡東霖 61KG 徐重源

61KG 陳振鈞 67KG 許友銓 67KG 許友誌 73KG 劉亦炘

73KG 杜易陽 81KG 洪柏軒 81KG 王稟富 89KG 顏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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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北忠孝國中

領隊 陳秀標 教練 洪子惇 管理 吳啟道

選手 49KG 余令恩 49KG 林暉恩 67KG 嚴智鋒 67KG 童裕程

73KG 鄭皓宸

十一、花縣三民國中

領隊 林國源 教練 詹依燃 管理 楊貽嵐

選手 55KG 洪俊熙 55KG 施厚齊 61KG 洪嘉軒 67KG 余濰銘

81KG 馬均維 81KG 金恩紹 89KG 那聖恩 89KG 馮佳樂

+102KG 柯冠廷

十二、桃市建國國中

領隊 廖家春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林聖倫 管理 謝瑩蓉

選手 61KG 葉曜宇 61KG 黃聖諺

十三、湖內國中

領隊 葉明蒼 教練 黃厚銘 潘建宏 管理 薛卜稱

選手 55KG 曾宇諾 67KG 梁家佑 67KG 黃韋翔 73KG 梁凱彥

89KG 郭育程

十四、田尾國中

領隊 林正源 教練 劉柏紳 管理 賴秋香 

選手 49KG 許竣傑 55KG 莊凱文 61KG 胡晨陽 73KG 顏泇祥

十五、大內國中

領隊 李世昌 教練 陳涵彤 李秀屏 謝尚成 管理 翁典宏

選手 55KG 劉書瑋 61KG 徐家文 61KG 顏邑達 67KG 張宇晨

67KG 張畯寓 81KG 邱彥祖 89KG 潘弘瑞

十六、蘆洲國中

領隊 游玉英 教練 何筱珺 張淳博 管理 林淑婷

選手 67KG 陳承宥 67KG 杜錦泰 73KG 葉韋博 81KG 陳秉緯

十七、寶來國中

領隊 羅慶璋 教練 高宏華 管理 陳志成

選手 55KG 顏聖浩 67KG 洪阿諾

十八、中市中平國中

領隊 夏梅娟 教練 胡亞鳳 管理 童婉芬 

選手 49KG 范泊璿 61KG 曾詠祥 67KG 紀幃珙 73KG 王軍凱

73KG 林樂亮 81KG 陳泓宇 89KG 曾俊安 89KG 蕭恩光

96KG 莊  興 102KG 江明璋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國男組參賽隊伍

十九、個人

萬芳高中 49KG 趙俊愷 梓官國中 49KG 謝宗璟 來義高中 55KG 廖俊皓

清水高中 55KG 黃紹恩 正興國中 55KG 黃耀民 正興國中 55KG 張秉義

大里高中 55KG 龔祐詳 正興國中 61KG 鄭坤麟 大仁國中 61KG 江柏諠

枋寮高中 61KG 巴書郎.卡瓦蘭 清水高中 67KG 許嘉祐 鼓山高中 67KG 羅金峰

中市中平國中 73KG 史浩均 中市中平國中 73KG 溫昇穎 大里高中 73KG 胡育菘

鼓山高中 81KG 林倢甫 斗南高中 89KG 廖文哲 安康高中 96KG 黃品碩

萬芳高中 102KG 劉柏濬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國女組參賽隊伍

一、大同高中

領隊 王郁菁 教練 郭羿含 管理 吳之惠

選手 45KG 林睿喬 55KG 高萓欣 71KG 巴晨欣 64KG 黃悅珊

+81KG 盧靖萱

二、花縣三民國中

領隊 林國源 教練 詹依燃 管理 楊貽嵐

選手 40KG 林莉綺 45KG 江靜怡 45KG 谷冬樂 49KG 黃歆潁

55KG 余沛穎 +81KG 蘇聖慈

三、中市成功國中

領隊 蔡政忠 教練 顏思佳 林泓為 管理 黃昱仁

選手 40KG 曾瀅芬 40KG 吳汶瑾 45KG 簡莉蓉 55KG 黃千雅

59KG 李姍虹 64KG 曾云儀 64KG 廖俞雯 71KG 趙浩羽

+81KG 蘇暄閔

四、阿蓮國中

領隊 曹永松 教練 洪秀玲 余政霖 管理 鄭琬樺

選手 45KG 陳宥伶 49KG 歐子嫣 49KG 高雅玲 55KG 李珮瑄

55KG 梁宇岑

五、高市桃源國中

領隊 陳世明 教練 林秀玲 管理 阿穌嵐

選手 45KG 柯姚韻 49KG 李珮恩 64KG 張羽喬 71KG 池倩怡

六、東原國中

領隊 吳家增 教練 曾上源 葉婷芳 卯英華 管理 張藝飛

選手 40KG 黃秀玉 59KG 王喻禾

七、新北忠孝國中

領隊 陳秀標 教練 洪子惇 管理 吳啟道

選手 55KG 李品萱 59KG 楊承凌 59KG 李行芝 71KG 邱涵玉

81KG 林詩容

八、社頭國中

領隊 周昌憲 教練 謝志典 游筑淇 管理 楊淑如

選手 45KG 劉思涵 45KG 石盈盈 55KG 邱予柔 55KG 陳意婷

59KG 蕭梓菱 59KG 陳子璇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國女組參賽隊伍

九、大里高中

領隊： 廖敏樂 教練： 張育華 鄭偲吟 陳亭如 管理： 劉文翰

選手： 45KG 吳佾萲 45KG 吳佾漩 49KG 詹宇蓁 59KG 林依頻

71KG 劉蕙恩 +81KG 黃湘琳

十、新北中平國中

領隊 林裕國 教練 鍾誱𨧨 管理 李胤錡

選手 40KG 陳妍希

十一、蘆洲國中

領隊 游玉英 教練 何筱珺 張淳博 管理 林淑婷

選手 +81KG 黃心宜

十二、桃市建國國中

領隊 廖家春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林聖倫 管理 謝瑩蓉

選手 71KG 高筱甯

十三、田尾國中

領隊 林正源 教練 劉柏紳 管理 賴秋香  

選手 45KG 薛茹慧 55KG 陳瓊真 64KG 吳育融

十四、大內國中

領隊 李世昌 教練 陳涵彤 李秀屏 謝尚成 管理 李春興

選手 40KG 何盈禕 59KG 謝欣蕙 64KG 楊孟頻 +81KG 潘錥蓁

十五、卑南國中

領隊 游數珠 教練 胡俊雄 管理 林妙玟

選手 40KG 陳雨晴 59KG 王  彤 81KG 張玉庭 +81KG 李柔君

十六、高泰國中

領隊 孫訢益 教練 蕭雅芳 管理 陳世盟  

選手 49KG 鄭恩慈 +81KG 杜千慧

十七、屏縣中正國中

領隊 劉瑞富 教練 梁懷欽 管理 陳建志

選手 49KG 黃羽萱

十八、台東體中

領隊 陳明志 教練 蒲雅玲 丁欣薇 何偉庭 管理 何偉庭

選手 71KG 王  彤



 110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國女組參賽隊伍

十九、個人

新光國中 45KG 陳暄云 新光國中 45KG 黃怡禎 大仁國中 45KG 潘瑋婷

新光國中 49KG 呂  安 新光國中 49KG 呂子期 立新國中 49KG 方瑄珧

新北清水 64KG 葉耕彤 枋寮高中 64KG 郭芷紜 中市中平 71KG 金丞琳

鼓山高中 71KG 陳姿瑋 鼓山高中 71KG 田富茱 斗南高中 71KG 張玉玲

新光國中 76KG 劉庭安 南新國中 76KG 連珮妤 鼓山高中 81KG 林欣妮

鼓山高中+81KG 簡至翎 梓官國中+81KG 李佩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