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國男組參賽隊伍

一、東原國中 四、新北中平國中 七、成功國中

領隊： 吳家增 領隊： 林裕國 領隊： 蔡政忠

教練： 曾上源 郭泰志 教練： 鍾誱金芮 教練： 顏思佳 陳玟伶

管理： 林子翔 管理： 李胤錡 管理： 黃昱仁

選手： 49 余弘益 選手： 49 顏睿賢 選手： 49 林宇廷

55 黃絃誌 55 蔡博崴 49 張濱鑛

89 王佑承 55 龔定洋 55 劉哲瑋

89 葉廷松 73 洪詠翔 55 黃宥鈞

81 黃雋軒 61 傅嘉宏

二、來義高中 89 鄭昆諺 61 李侑昇

領隊： 陳冠明 102 張寧睿 67 范穎誠

教練： 盧映錡 73 蔡東豐

選手： 55 馬柏君 五、立新國中 81 黃政憲

102+ 高家輝 領隊： 張嘉亨 81 李柚叡

教練： 賴湘婷

三、阿蓮國中 管理： 劉思佩 八、埤頭國中

領隊： 謝忠保 選手： 49 劉佳閎 領隊： 許文宗

教練： 洪秀玲 余政霖 49 游奇祥 教練： 蔡宜葶

管理： 呂聯輝 55 歐洧杰 管理： 許淑真

選手： 49 黃子睿 73 劉士順 選手： 55 李昱德

55 高煜評 81 魏俊杰 61 鄭平澔

67 蔡宗穎 102+ 陳晉楷 67 謝崴丞

67 張晉邦 67 張哲偉

73 葉益銘 六、新光國中 73 陳毓升

81 陳譽杰 領隊： 沈杏娟 81 吳宗翰

教練： 呂世武 鄭偲吟 81 徐正發

管理： 王嘉麟 102+ 王俊雄

選手： 49 林彥賢

49 謝楷威

55 林明忠

61 林瑜聖

61 洪兆瑋

73 林彥志

81 史灝

89 江紹渝

102 林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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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忠孝國中 十二、湖內國中 十五、個人

領隊： 洪慶源 領隊： 曹永松 67 顏誠佑 (桃源國中)

教練： 洪子惇 教練： 黃厚銘 潘建宏 61 劉繼隆 (台中中平)

管理： 江聖愛 管理： 林有章 89 林聖竣 (台中中平)

選手： 49 唐浚彥 選手： 49 葉宗恩 96 潘頌泉 (台中中平)

55 黃冠瑋 55 葉珉叡 73 邱建祐 (社頭國中)

55 陳禹亨 61 陳昶宏 89 蕭富謙 (社頭國中)

61 林晉維 67 陳稟尚 61 曾柏森 (寶來國中)

61 楊偉立 81 黃麒安 67 呂浩天 (玉井國中)

67 周昱鋒 89 李思勳 102+ 蔡嚞安 (玉井國中)

67 林芮立 102+ 倪秉中 67 曾智淵 (枋寮高中)

73 林泓廷 81 朱至烽 (梓官國中)

73 吳冠廷 十三、田尾國中 102 陳均瑋 (梓官國中)

領隊： 林正源 89 許晉嘉 (海山高中)

十、三民國中 教練： 劉柏言 蔡加惠 55 高毓佑 (南新國中)

領隊： 鄭健民 管理： 馮美齡 81 王毅煌 (南新國中)

教練： 詹依燃 選手： 49 陳奕安 89 蕭安紘 (南新國中)

管理： 林韋伶 55 鄭峻承 55 張家寶 (南門國中)

選手： 61 洪俊彥 61 陳毅恆 61 張鈺森 (南門國中)

67 謝主恩 67 吳炳憲 61 王世賢 (富源國中)

67 陳世傑 73 巫侑霖 81 李彰彥 (富源國中)

73 余棖瑋 81 李俊穎 49 徐承浤 (鼓山高中)

73 歐凱雯 61 宋承達 (鼓山高中)

102+ 李宥憲 十四、大內國中 89 劉宸睿 (鼓山高中)

102+ 金恩祈 領隊： 李世昌 55 黃聖昕 (玉東國中)

教練： 陳涵彤 李秀屏 67 張仲恩 (玉東國中)

十一、建國國中 管理： 翁典宏

領隊： 廖家春 選手： 67 簡鉑宇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81 林耀中

管理： 林立山

選手： 49 葉曜宇

55 孫景恩

67 張恩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