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高男組參賽隊伍

一、萬芳高中 四、清水高中 七、中正高中

領隊： 劉葳蕤 領隊： 鍾雲英 領隊： 江惠真

教練： 呂育如 教練： 張聖斌 陳錦瑞 教練： 廖星州

管理： 楊家鑫 管理： 郭星鴻 管理： 江曉帆

選手： 61 張瑞進 選手： 61 林黃立 選手： 55 梁逸賢

67 林冠群 67 蔣宗寰 55 羅聖翔

67 戴垚駿 67 林晋孝 67 吳丞翔

73 李天翔 73 李家銘 89 林冠瑀

81 熊柏翔 81 呂順陽

89 張譽瀚 81 楊仁杰 八、壽山高中

96 陳信圻 89 王棋 領隊： 徐宗盛

89 方列王 教練： 陳佳伶 侯宇軒

二、臺東高中 96 侯博文 管理： 紀淑文

領隊： 蔡美瑤 102 汪彥辰 選手： 67 呂學煌

教練： 謝建宏 73 楊駿杰

管理： 陳司衛 五、內埔農工 96 陳俊叡

選手： 67 鍾茂森 領隊： 張世波

109 胡詠傑 教練： 郭品君 九、新社高中

109+ 蔡杰宏 選手： 61 林炫諭 領隊： 徐岳文

102 潘政宏 教練： 劉翰文

三、岡山高中 管理： 羅翊甄

領隊： 楊榮仁 六、玉井工商 選手： 55 紀柏丞

教練： 陳聖元 領隊： 陳培德 81 蔡家俊

管理： 黃金珠 教練： 陳涵彤 81 丁文豪

選手： 61 王雨凱 管理： 陳淑真 89 劉秉霖

67 林聖潔 選手： 55 羅玄明 89 鄭文棋

109 游柏成 61 林躍縉 96 馬靖捷

67 柯優男 109 田太郎

73 楊偉達 109+ 翁增宇

73 盧義方 109+ 鄭佳宏

89 黃政 

96 葉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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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參賽隊伍

十、鼓山高中 十二、安康高中 十五、海山高中

領隊： 莊福泰 領隊： 謝金城 領隊： 古秀菊

教練： 何懷心 教練： 許穎溪 教練： 林張芳 蘇明德

管理： 林美玲 管理： 林明依 賴永恩

選手： 55 高俊傑 選手： 67 蕭宇佑 管理： 陳逸樵

61 楊帆順 67 林承穎 選手： 61 游鈞勻 

61 謝辰皓 73 游佳峻 61 高翊崴

67 潘聖鵬 73 許哲愷 67 卓浩軍

67 簡勁禾 81 楊勝荃 67 林寶迪

73 陳逸晉 81 蕭暐儒 73 古展瑜

73 司家煌 81 鄭文成

81 曾昂叡 十三、花蓮體中 81 全恩典

89 呂儀成 領隊： 古基煌 89 陳嘉育

102 曾伯恆 教練： 李藝倫 楊淑貞 89 黃志文

109 陳家逸 選手： 55 陳哲偉 96 陳楷傑

67 田建財 96 黃敬

十一、大里高中 67 張建成

領隊： 廖敏樂 81 馬永青 十六、二林工商

教練： 張育華 廖俊讚 81 王昱杰 領隊： 劉玲慧

管理： 吳英儀 96 孫柏愋 教練： 吳文津 黃雅菁

選手： 55 高志霖 102 田翔 黃少麒

61 劉家豪 109 李厤緯 管理： 林允日

67 劉嘉呈 109+ 何憶凡 選手： 61 許進忠

73 潘嘉佑 61 陳立偉

73 鍾瑞聰 十四、陽明高中 67 黃威翔

81 賴佑明 領隊： 蔡哲銘 67 陳冠宇

89 洪佑德 教練： 廖雪利 葉栢林 73 許維仁

89 鬆俊益 廖星州 73 黃承志

96 胡光錦 管理： 張呂岳 81 謝宗明

96 李偉誠 選手： 55 高誌緯 81 蔡志浩

109 江紹楷 73 邢浩典 89 許貿琮

109+ 李俊慶 81 高有軒 89 鄭齊葳

96 何品緯 96 陳易群

102 王俊傑 96 張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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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斗南高中

領隊： 林秀娟

教練： 廖志明 楊勝雄

吳宗嶺

管理： 林憲標

選手： 67 張偉霖

67 林科佑

73 盧宜彬

73 曾冠旗

102 陳達弘

109+ 李冠穎

十八、路竹高中

領隊： 陳弘裕

教練： 黃厚銘 黃家政

管理： 蔡杏汶

選手： 61 王廷維

61 葉政豪

67 梁景彥

73 曾晉泓

73 蔡定城

89 徐建偉

96 李玉柱

十九、個人

81 楊佳璋 (白河商工)

109 徐政洲 (白河商工)

55 魏伯軒 (北斗家商)

102 吳俊辰 (北斗家商)

67 林佑賢 (高雄高工)

67 王連凱 (東大體中)

61 劉永富 (枋寮高中)

73 江柏威 (花蓮高商)

67 吳查理 (莊敬高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