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44KG 53KG

1 個人(大成國中) 蕭立筠 1 來義高中 李涵

2 正興國中 史誼凡 2 埤頭國中 陳慧姿

3 成功國中 陳利婕 3 成功國中 謝亞陵

4 個人(中正國中) 林益鳳 4 梓官國中 黃玉婷

5 新光國中 盧美鳳 5 個人(青年國中) 謝佩琦

6 正興國中 楊仟曼 6 湖內國中 劉玟萱

7 來義高中 謝芯蘋 7 鼓山高中 周佩玟

8 來義高中 葉惠婷 8 田尾國中 邱于芳

9 大同高中 曾寶儀 9 田尾國中 邱于珊

10 梓官國中 伍倍宏 10 埤頭國中 陳玉姿

48KG 11 清水高中 王佳蓉

11 個人(東大體中) 丁欣薇 12 大同高中 尤怡婷

12 成功國中 陳萱芙 58KG

13 個人(青年國中) 黃萱萍 13 知本國中 許一婷

14 個人(寶來) 金郁琪 14 梓官國中 邱雅瑄

15 知本國中 溫采玲 15 個人(泰武國中) 陳芯婷

16 湖內國中 王云苡 16 個人(文山高中) 賴慧珍

17 田尾國中 張佳宜 17 卑南國中 黃宇優

18 瑪家國中 周苑慈 18 立新國中 周雯萱

19 東原國中 方沛禎

20 埤頭國中 陳佩萱

21 新光國中 洪菀娸

63KG +69KG

1 忠孝國中 詹芊慧 1 個人(中平國中) 蘇鈺鈴

2 成功國中 曾芸萱 2 知本國中 蔡幸宜

3 清水高中 洪明珊 3 個人(大成國中) 張心慈

4 新光國中 黃韋慈 4 東原國中 林敬晏

69KG 5 成功國中 林麗娟

5 鼓山高中 蔡鈺琇 6 萬芳高中 白芯慈

6 鼓山高中 潘郁儒 7 建國國中 王紫翎

7 立新國中 李怡柔 8 立新國中 姚羽宣

8 卑南國中 許芷菱 9 建國國中 林曉培

9 田尾國中 劉律卉

國女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50KG 56KG

1 東原國中 吳哲佑 1 個人(大成國中) 高淳軒
2 文山高中 賴永杰 2 正興國中 陳逸晉
3 湖內國中 王廷維 3 立新國中 張登堯
4 知本國中 鍾茂森 4 清水高中 林廷諺
5 成功國中 王駒揚 5 瑪家國中 賴約翰
6 清水高中 張勝傑 6 個人(大成國中) 高有軒
7 埤頭國中 陳立偉 7 新光國中 賴祥龍
8 建國國中 王子豪 8 湖內國中 梁景彥
9 清水高中 呂明翰 9 埤頭國中 黃承志
10 鼓山高中 魏漢生 10 個人(枋寮高中) 劉永富
11 新光國中 顏嘉均 11 東原國中 楊凱新
12 知本國中 王聯慶 12 成功國中 劉嘉呈
13 瑪家國中 林皜勛 13 成功國中 高志霖
14 埤頭國中 楊凱宇 14 文山高中 陳嘉隆
15 個人(東大體中) 王連凱

16 東原國中 陳佑宙 62KG

17 新光國中 謝承憲 1 立新國中 洪佑德

18 湖內國中 吳亦倫 2 來義高中 歐澤龍

19 個人(雙溪高中) 連震 3 梓官國中 姜嵐新

20 建國國中 楊駿杰 4 成功國中 賴佑明

21 成功國中 莊子祥 5 立新國中 劉明德

22 個人(大成國中) 高誌緯 6 卑南國中 林鼎翔

23 文山高中 江宏恩 7 鼓山高中 張修維

8 湖內國中 曾晉泓

9 個人(新光) 鄭文棋

10 清水高中 林廷維

11 新光國中 丁文豪

12 鼓山高中 李秋輝

13 文山高中 陳建庭

14 寶來國中 謝永和

國男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69KG 77KG

1 卑南國中 陳享瑜 1 湖內國中 李哲豪

2 寶來國中 高東諭 2 成功國中 陳又瑋

3 東原國中 林泊毅 3 埤頭國中 蔡志浩

4 鼓山高中 曾昂叡 4 知本國中 湯峻生

5 立新國中 周軍瑞 5 立新國中 歐祐菘

6 正興國中 姚皓軒 6 新光國中 鄭啟健

7 個人(新光) 林政宏 7 個人(新光) 田太郎

8 立新國中 何柏章 85KG

9 湖內國中 蘇柏叡 8 寶來國中 陳文龍

10 文山高中 賴宇森 9 埤頭國中 謝子昊

11 成功國中 鬆俊益 10 立新國中 范姜群典

12 萬芳高中 柏忠雲 11 萬芳高中 張宗賢

13 埤頭國中 邱禰智 12 梓官國中 林武昌

14 個人(臺北市) 陳王衡 13 新光國中 蔡京樺

14 新光國中 許期全

15 立新國中 李俊慶

94KG +94KG

1 梓官國中 林高毅 9 個人(大仁國中) 留偉翔

2 個人(玉井國中) 黃孝存 10 中平國中 王廣翊

3 知本國中 張翊 11 成功國中 吳岳勳

4 東原國中 楊佳霖 12 知本國中 蔡杰宏

5 三民國中 蕭宇恆　 13 新光國中 邱兆瑋

6 寶來國中 謝孟恩 14 忠孝國中 喻濬永

7 埤頭國中 吳育勝 15 埤頭國中 花彥翔

8 個人(新光) 鄭佳宏

國男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48KG 58KG

1 內埔農工 方莞靈 1 大里高中B 劉家妤

2 鼓山高中 鄭雨軒 2 二林工商 許瑋君

3 華洲工家 陳涵君 3 清水高中 林欣憶

4 花蓮體中 王靚璇 4 花蓮體中 洪千惠

5 海山高中 周家頤 5 臺東高中 謝雁琳

6 大里高中A 曾瀅珊 6 海山高中 黃妤軒

7 大里高中A 林捷 7 鼓山高中 江夢貞

8 大里高中B 于心茹 8 花蓮體中 柳詠琪

9 二林工商 鄭雅亘 9 臺東高中 溫采娟

10 二林工商 陳怡如 10 東大體中 黃琦璇

53KG 11 大里高中A 陳亭如

11 臺東高中 余芳如 12 大里高中B 洪玉芳

12 鼓山高中 李青茹 13 陽明高中 范天運

13 陽明高中 周家嘉 14 二林工商 呂易娟

14 二林工商 劉宥妡 15 個人(文山高中) 陳靜

15 東大體中 謝萱

16 個人(高苑工商) 黃雅婷 69KG

17 壽山高中 尤薏萱 9 個人(鼓山高中) 張于丰

18 大里高中A 劉書純 10 壽山高中 廖華梵

11 萬芳高中 廖怡慈

63KG 12 鼓山高中 秦培綺

1 花蓮體中 高柔安 13 清水高中 朱翊慈

2 大里高中A 尤承珉 14 大里高中A 鍾侑惠

3 大里高中B 鄭秀玲 15 個人(鼓山高中) 柯雨凡

4 花蓮體中 鄭詩涵

5 鼓山高中 李婷歡

6 大里高中B 王逸沁

7 東大體中 胡曉曼

8 壽山高中 侯品希 +75KG

75KG 8 鼓山高中 曾雅理

1 鼓山高中 吳宣旻 9 二林工商 簡妙軒

2 清水高中 陳恩慈 10 萬芳高中 王初瑜

3 華洲工家 孔培宇 11 海山高中 江芷琦

4 花蓮體中 田佳欣 12 大里高中A 章育瑄

5 個人(南英商工) 邱靜儀 13 大里高中B 韓語柔

6 東大體中 陳美儒 14 華洲工家 潘莉真

7 個人(文山高中) 余思函 15 萬芳高中 任恩言

高女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56KG 62KG

1 高苑工商 施柏安 1 內埔農工 王文哲
2 鼓山高中 張皓宇 2 內埔農工 劉志凱
3 個人(崑山中學) 薛名其 3 鼓山高中 邱皓維
4 臺東高中A 余方瑋 4 臺東高中A 黃品勳
5 岡山高中B 許育銘 5 臺東高中A 胡京杉
6 花連體中 余承恩 6 文山高中 陳正寶
7 臺東高中A 溫吉祥 7  個人(慈明高中) 王顥翰
8 壽山高中 林辰翰 8 文山高中 江念恩
9 岡山高中A 何秉浩 9 個人(長榮中學) 劉建吳
10 臺東高中B 林簡福 10 大里高中A 高志佳

69KG 77KG

1 大里高中B 劉恩誠 1 鼓山高中 董俊賢
2 個人(南英商工) 莊庭銘 2 內埔農工 吳政庭
3 清水高中 邱御邦 3 大里高中B 張禎
4 二林工商 陳建凱 4 東大體中 邱賢
5 大里高中A 鄭皓平 5 清水高中 張濠鈞
6 海山高中 方子均 6 萬芳高中 李豐江
7 二林工商 林哲弘 7 岡山高中A 陳名勝
8 鼓山高中 謝雨桐 8 二林工商 黃柏諺
9 大里高中B 楊品育 9 大里高中A 林政賢
10 路竹高中 莊盛閔 10 二林工商 林祐霆
11 東大體中 胡俊祥 11 個人(南英商工) 王品喬
12 鼓山高中 李秋雄 12 高苑工商 宋榆潢
13 岡山高中A 顏仕杰 13 清水高中 楊書豪
14 臺東高中A 林世傑 14 岡山高中B 邱煥智
15 路竹高中 游晉懿 15 岡山高中A 朱漢祥
16 內埔農工 陳少駿 16 岡山高中B 林信言

17 大里高中B 徐子琦
18 內埔農工 陳柏任
19 個人(南英商工) 郭家成

高男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85KG 94KG

1 鼓山高中 馮裕倫 1 內埔農工 古本洋介
2 岡山高中B 郭誠霖 2 花連體中 馬進東
3 清水高中 黃智裕 3 岡山高中A 李柏霈
4 大里高中A 唐子鈞 4 壽山高中 陳冠名
5 高苑工商 蔡尚君 5 花連體中 高欣
6 清水高中 游荏宜 6 路竹高中 陳壽山
7 花連體中 黃汶弘 7 岡山高中A 陳柏宇
8 內埔農工 蘇天宗 8 清水高中 童建融
9 東大體中 何偉庭 9 大里高中A 蘇昱堇
10 大里高中A 張家榮 10 二林工商 紀凱傑
11 海山高中 張淳博
12 二林工商 江泰威 105KG

13 臺東高中A 陳以恩 1 臺東高中A 羅鎬至
14 高苑工商 董秉誠 2 大里高中A 陳一翔
15 臺東高中B 吳昇峰 3 臺東高中A 湯峻欽
16 岡山高中A 王偉成 4 清水高中 黃俊銘
17 岡山高中A 顏嘉凱 5 清水高中 林東毅
18 文山高中 李冠宏 6 鼓山高中 魯竑林
19  個人(清水高中) 鄭宏偉 7 大里高中B 蔡鉑均

+105KG

8 大里高中A 謝昀庭
9 個人(南英商工) 薛丞崴
10 個人(長榮中學) 陳柏智
11 二林工商 詹昀臻
12 壽山高中 林聖倫
13 內埔農工 何佳輝
14 鼓山高中 林峻毅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48KG 53KG

1 體大A 劉文瑄 7 臺師大B 林幸樺
2 臺師大A 李玟寬 8 臺體 翁鈺雯
3 個人(臺體) 盧毅亭 9 臺師大A 洪子惇
4 體大A 陳葦綾 10 臺體 吳育靜
5 北市大 黃韵嵐 11 體大A 李紋葶
6 長榮大學 王聖涵

58KG 69KG

1 長榮大學 陳惠玲 1 臺體 呂薏婷
2 臺體 謝佳臻 2 臺師大A 楊云思
3 個人(正興) 姚士宜 3 長榮大學 高惠文
4 體大A 呂綉宸 4 個人(正修科大) 卓書羽
5 個人(體大) 王瑞霞 5 個人(正修科大) 林孟姍
6 臺師大B 林琬惠 75KG

7 輔仁大學 郭婞淳 6 大仁科大 蕭雅雯
63KG 7 大仁科大 蕭雅芳

8 臺師大B 周育資 8 臺體 江玲
9 北市大 高安妮 9 臺體 劉沛吟
10 體大A 陳紫瑄 10 臺師大A 羅楹湲
11 臺師大A 林明依 11 體大A 江宛蓁
12 臺師大A 陳玟卉 +75KG

12 臺體 柯盈慈
13 體大A 陳思樺
14 北市大 唐婉琇

社女組



 10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出賽名單

56KG 69KG

1 臺體A 王又德 1 體大 鄭翔駿
2 體大 陳韋丞 2 體大 林泓為

62KG 3 長榮大學 高展宏
3 個人(體大) 余宗霖 4 個人(體大) 侯宇軒
4 臺體A 張志強 5 新竹舉委 陳建嘉
5 體大 黃鼎介 6 臺體A 林清輝
6 體大 郭定南
7 臺師大 賴永恩

77KG 85KG

7 體大 林鄭裕穎 1 臺體A 黃義淵
8 體大 廖運昌 2 臺師大 呂冠霆
9 個人(體大) 柯孫劭 3 長榮大學 杜古瀧
10 輔仁大學 謝書胤 4 臺體B 黃義展
11 新竹舉委 陳德年 5 正興國中 吳尚庭
12 長榮大學 楊明哲 6 輔仁大學 王念祖
13 個人(體大) 謝昆霖 7 新竹舉委 游傑新
14 正興國中 蕭景懋 8 臺體B 林嘉輝
15 長榮大學 江宗翰 9 北市大 洪偉宸

94KG 10 長榮大學 余皓銘
1 輔仁大學 王淨傑 11 臺體A 全恩凱
2 體大 金晟 12 北市大 楊宇凡
3 正興國中 黃德峯
4 臺體A 陳勝英
5 正興國中 劉子豪
6 新竹舉委 詹晉維

105KG +105KG

7 北市大 楊昊昀 13 新竹舉委 梁育誠
8 臺體B 杜凱群 14 臺師大 林張芳
9 臺師大 李浩然 15 臺體A 楊程翔
10 臺體A 劉士豪 16 長榮大學 簡士翔
11 長榮大學 陳政賢 17 長榮大學 王鈺翔
12 個人(亞洲大學) 樊建宏

社男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