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決1 7 松山家商 陳君翔

決13 24 松山家商 張嘉晉

決24 26 松山家商 王泰崴

預賽第1組 14 30 國立體育大學 溫洧傑

預賽第1組 22 5 松山家商 黃冠熏

預賽第1組 誠正國中 黎昕祐

預賽第2組 1 4 嘉南藥理大學 賴俊凱

預賽第2組 11 44 內湖高工 王建智

預賽第2組 19 松山家商 陳大山

預賽第3組 15 松山家商 邱俊云

預賽第3組 33 國立體育大學 許凱翔

預賽第3組 56 誠正國中 戴茗葦

預賽第4組 9 松山家商 洪顗棨

預賽第4組 54 內湖高工 張師翰

預賽第4組 43 國立體育大學 呂浩維

預賽第5組 45 內湖高工 魏呈庭

預賽第5組 21 松山家商 劉峪銓

預賽第5組 40 國立體育大學 黃奕

預賽第6組 41 國立體育大學 林恩

預賽第6組 22 松山家商 郭振宏

預賽第6組 3 1 中華國中 許柏宣

預賽第7組 34 國立體育大學 羅凱

預賽第7組 18 松山家商 陳柏宇

預賽第7組 52 內湖高工 藍鉦淯

預賽第8組 11 松山家商 彭贊洋

預賽第8組 58 誠正國中 何睿霖

預賽第8組 49 內湖高工 文聖淵

預賽第9組 57 誠正國中 黃昶祐

預賽第9組 42 國立體育大學 游俊凱

預賽第9組 1 29 個人報名 賴俊穎

預賽第10組 46 內湖高工 蔡政安

預賽第10組 32 國立體育大學 吳晉旭

預賽第10組 13 松山家商 呂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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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賽第11組 17 松山家商 謝人傑

預賽第11組 35 國立體育大學 陳昕甫

預賽第11組 50 內湖高工 郭彥廷

預賽第12組 47 內湖高工 宋敏嘉

預賽第12組 23 松山家商 陳奕龍

預賽第12組 59 誠正國中 李承祐

預賽第13組 3 中華國中 彭  旨

預賽第13組 38 國立體育大學 游榮謙

預賽第13組 8 松山家商 姜威利

預賽第14組 20 松山家商 黃毓仁

預賽第14組 39 國立體育大學 池德揚

預賽第14組 2 27 北市立大學 宋敏弘

預賽第15組 31 國立體育大學 楊奕軒

預賽第15組 25 松山家商 余承峰

預賽第15組 14 松山家商 黎昕陽

預賽第16組 10 松山家商 葉晁銘

預賽第16組 51 內湖高工 張承澤

預賽第16組 28 北市立大學 陳羲

預賽第17組 5 55 誠正國中 王翊帆

預賽第17組 6 松山家商 莊鈞聿

預賽第17組 36 國立體育大學 王志耿

預賽第18組 48 內湖高工 郭奕廷

預賽第18組 37 國立體育大學 林鈺宭

預賽第18組 12 松山家商 張丞縉

預賽第19組 2 中華國中 林彥均

預賽第19組 16 松山家商 宋昶霆

預賽第19組 53 內湖高工 張碩恆

5 60 輪空

20 61 輪空

59 62

63

64



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14 9 淡江高中 簡彤娟 1

5 46 輪空

決7 2 麗山國中 洪可珊 女乙2

8 49 輪空

11 50 輪空

決12 2 1 麗山國中 黃敏瑜 女乙3

決13 35 南湖高中 楊雅雁 3

14 51 輪空

17 48 輪空

20 47 輪空

23 52 輪空

決24 43 南湖高中 陳郁玟 3

預賽第1組 16 30 南湖高中 鄭乃禎

預賽第1組 24 國立體育大學 郭家妘

預賽第2組 6 3 北市立大學 崔寶文

預賽第2組 39 南湖高中 戴渝文

預賽第2組 12 淡江高中 顏琳真

預賽第3組 16 淡江高中 陳慈瑄

預賽第3組 29 國立體育大學 莊若臻

預賽第3組 34 南湖高中 徐穎馨

預賽第4組 37 南湖高中 陳亭語

預賽第4組 22 淡江高中 梁晶晶

預賽第4組 8 北市立大學 簡詩耘

預賽第5組 10 淡江高中 蔡豐恩

預賽第5組 26 國立體育大學 劉家伶

預賽第5組 32 南湖高中 林予晴

預賽第6組 5 北市立大學 林家瑄

預賽第6組 45 南湖高中 陳佳琳

預賽第6組 18 淡江高中 賴亞婕

預賽第7組 38 南湖高中 韓芸珊

預賽第7組 14 淡江高中 于修婷

預賽第7組 27 國立體育大學 陳姲炘

預賽第8組 20 淡江高中 石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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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賽第8組 6 北市立大學 王婷律

預賽第8組 41 南湖高中 詹心誼

預賽第9組 25 國立體育大學 蔡雅婷

預賽第9組 31 南湖高中 許鈺芯

預賽第9組 13 淡江高中 許伊宸

預賽第10組 36 南湖高中 方思涵

預賽第10組 19 淡江高中 周欣儀

預賽第10組 4 北市立大學 廖雅萱

預賽第11組 21 淡江高中 粘涵榆

預賽第11組 44 南湖高中 李幼芃

預賽第11組 28 國立體育大學 陳奕如

預賽第12組 7 北市立大學 李恩雅

預賽第12組 11 淡江高中 陳慈庭

預賽第12組 40 南湖高中 林文淇

預賽第13組 42 南湖高中 魏  彤

預賽第13組 7 23 國立體育大學 陳虹婷

預賽第13組 15 淡江高中 陳沂芊

預賽第14組 17 淡江高中 朱以晴

預賽第14組 33 南湖高中 宋若安

31



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 1 48 桃園國中 李秉翔 3

6 145 輪空

21 142 輪空

32 143 輪空

47 144 輪空

預賽第1組 23 46 桃園國中 童冠嶧

預賽第1組 2 18 武揚桌球館 彭武洋

預賽第2組 74 瑞芳高工 許柏昇

預賽第2組 18 109 麗山國中 黃豐茂

預賽第2組 87 建德國中 陳擇行

預賽第3組 21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郭昱良

預賽第3組 56 桃園國中 黃威傑

預賽第3組 106 天母國中 陳柏佑

預賽第4組 135 誠正國中 林童蔚

預賽第4組 95 個人報名 王偉任

預賽第4組 3 中華國中 呂冠蘅

預賽第5組 9 中華國中 李翊安

預賽第5組 16 文化大學 郭家宏(文化)

預賽第5組 68 桃園國中 徐朝聖

預賽第6組 112 麗山國中 林均豪

預賽第6組 81 瑞芳高工 黃子益

預賽第6組 32 北市立大學 陳宣淮

預賽第7組 99 中正國中 陳泓錡

預賽第7組 60 桃園國中 許楷翔

預賽第7組 139 誠正國中 蔣仲衡

預賽第8組 101 天母乒乓 黃繼興

預賽第8組 76 瑞芳高工 黃翊傑

預賽第8組 12 中華國中 林俊廷

預賽第9組 51 桃園國中 周亮宇

預賽第9組 126 麗山國中 汪建任

預賽第9組 36 北市立大學 魏宏哲

預賽第10組 130 誠正國中 劉芫銍

預賽第10組 1 17 個人報名 戴儀政

預賽第10組 116 麗山國中 翁祐宸

預賽第11組 72 瑞芳高工 高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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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賽第11組 1 37 福和國中 郭力宸

預賽第11組 1 127 台南大學 陳羿宏

預賽第12組 1 38 個人報名 王元佑

預賽第12組 120 麗山國中 蔡凱任

預賽第12組 140 誠正國中 闕壯庭

預賽第13組 53 桃園國中 黃威愷

預賽第13組 84 瑞芳高工 黃紹愷

預賽第13組 28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林暉恩

預賽第14組 123 麗山國中 江柏頤

預賽第14組 136 誠正國中 侯品宏 

預賽第14組 14 文化大學 張祐銘

預賽第15組 131 誠正國中 陳  得

預賽第15組 63 桃園國中 鄭豫凱

預賽第15組 31 北市立大學 林政蔚

預賽第16組 75 瑞芳高工 張偉華

預賽第16組 24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蔡榜原

預賽第16組 113 麗山國中 顏琨霖

預賽第17組 65 桃園國中 鄒智揚

預賽第17組 6 中華國中 鄭翰宇

預賽第17組 4 96 中正國中 翁浥暄

預賽第18組 89 個人報名 莊士潁

預賽第18組 118 麗山國中 郭任翔

預賽第18組 137 誠正國中 郭家宏(誠正)

預賽第19組 26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王瑋廷

預賽第19組 104 天母國中 郭益隆

預賽第19組 49 桃園國中 黃致惟

預賽第20組 110 麗山國中 蔡凱丞

預賽第20組 2 39 南山中學 葉家豪

預賽第20組 71 瑞芳高工 趙育叄

預賽第21組 55 桃園國中 王韋捷

預賽第21組 129 誠正國中 何佳鴻

預賽第21組 1 43 個人報名 高豪廷

預賽第22組 78 瑞芳高工 林聖凱

預賽第22組 42 三民國中 蔡侑宬

預賽第22組 115 麗山國中 翁祐鈞

預賽第23組 91 個人報名 劉濬瑞

預賽第23組 58 桃園國中 惲子威



預賽第23組 138 誠正國中 黃柏凱

預賽第24組 122 麗山國中 郭晉佑

預賽第24組 86 建德國中 陳擇言

預賽第24組 73 瑞芳高工 吳宗昊

預賽第25組 47 桃園國中 蔡鎮宇

預賽第25組 132 誠正國中 韓昀宏

預賽第25組 103 天母國中 劉逸棋

預賽第26組 12 1 中華國中 吳杰恩

預賽第26組 117 麗山國中 黎彥廷

預賽第26組 15 文化大學 黃梓原

預賽第27組 77 瑞芳高工 林柏熹

預賽第27組 33 北市立大學 范佑嘉

預賽第27組 62 桃園國中 許焜鈦

預賽第28組 134 誠正國中 呂學羽

預賽第28組 40 南山中學 郎又諄

預賽第28組 124 麗山國中 張子源

預賽第29組 94 個人報名 徐家宏

預賽第29組 57 桃園國中 楊瑞樹

預賽第29組 8 中華國中 羅國任

預賽第30組 114 麗山國中 徐御庭

預賽第30組 82 瑞芳高工 張少愷

預賽第30組 2 107 個人報名 謝博仲

預賽第31組 4 中華國中 周承緯

預賽第31組 1 44 個人報名 鄭銘瑤

預賽第31組 50 桃園國中 廖韋恩

預賽第32組 23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張家樺

預賽第32組 35 北市立大學 趙祐辰

預賽第32組 119 麗山國中 蔡沂宬

預賽第33組 67 桃園國中 夏宇亘

預賽第33組 7 中華國中 謝宇庠

預賽第33組 98 中正國中 張元瀚

預賽第34組 22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蔡力揚

預賽第34組 125 麗山國中 闕邑達

預賽第34組 93 個人報名 蔡昂谷

預賽第35組 2 中華國中 楊琮奕

預賽第35組 61 桃園國中 鄒智軒

預賽第35組 1 45 個人報名 張子賢



預賽第36組 111 麗山國中 黎彥君

預賽第36組 3 85 建德國中 陳勻翔

預賽第36組 1 69 金華國中 呂學昂

預賽第37組 52 桃園國中 余子振

預賽第37組 29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葉伊恩

預賽第37組 11 中華國中 趙昱童

預賽第38組 133 誠正國中 池太學

預賽第38組 5 中華國中 林柏宏

預賽第38組 105 天母國中 張哲睿

預賽第39組 25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王劉子翔

預賽第39組 121 麗山國中 王秉凱

預賽第39組 59 桃園國中 劉彥廷

預賽第40組 10 中華國中 卓柏熏

預賽第40組 80 瑞芳高工 黃昶惟

預賽第40組 108 個人報名 謝博安

預賽第41組 2 41 三民國中 張善輔

預賽第41組 54 桃園國中 楊致興

預賽第41組 83 瑞芳高工 張少瑋

預賽第42組 14 128 誠正國中 盧得悅

預賽第42組 4 13 文化大學 鄭鈞瀚

預賽第42組 5 102 天母國中 高瑞謙

預賽第43組 64 桃園國中 蘇子絜

預賽第43組 2 88 個人報名 莊士弘

預賽第43組 2 90 個人報名 劉致邑

預賽第44組 4 92 個人報名 林  均

預賽第44組 79 瑞芳高工 徐禎珉

預賽第44組 34 北市立大學 邵政凱

預賽第45組 19 武揚桌球館 彭聖叡

預賽第45組 27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張凱博

預賽第45組 66 桃園國中 李翊睿

預賽第46組 7 30 北市立大學 陳弘宏

預賽第46組 141 輪空

預賽第46組 97 中正國中 林廣森

預賽第47組 15 70 瑞芳高工 王翊帆

預賽第47組 2 100 天母乒乓 曾睿超

預賽第47組 10 20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范植鎧

141



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24 麗山國中 蔡惟美 3

5 60 輪空

17 62 輪空

20 61 輪空

預賽第1組 17 22 麗山國中 莊家瑜

預賽第1組 6 43 北市立大學 麥亭萱

預賽第2組 4 1 中華國中 周品萱

預賽第2組 15 7 維真國中 黃姵純

預賽第2組 1 39 景美國中 陳靖涵

預賽第3組 2 5 文化大學 陳泓安

預賽第3組 38 麗山國中 王子謙

預賽第3組 4 53 瑞芳高工 黃翊倫

預賽第4組 2 41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張苡靖

預賽第4組 19 維真國中 鄭心榆

預賽第4組 31 麗山國中 邱芷葳

預賽第5組 27 麗山國中 陳芝琳

預賽第5組 2 51 龍潭國中 張幸妤 

預賽第5組 8 維真國中 彭采婕

預賽第6組 14 維真國中 王佳甄

預賽第6組 59 天母國中 劉冠嬅

預賽第6組 47 北市立大學 邱妙蓉

預賽第7組 1 40 嘉南藥理大學 柯明萱

預賽第7組 33 麗山國中 黃子玲

預賽第7組 4 中華國中 林靖芸

預賽第8組 55 瑞芳高工 李佩娟

預賽第8組 16 維真國中 謝于璇

預賽第8組 35 麗山國中 楊舒詠

預賽第9組 37 麗山國中 柯珮萱

預賽第9組 1 57 個人報名 蔡佩蓉

預賽第9組 10 維真國中 彭依琳

預賽第10組 45 北市立大學 彭雅筠

預賽第10組 21 維真國中 王思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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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賽第10組 2 49 淡江高中 王晨羽

預賽第11組 11 維真國中 蔡蕎恩

預賽第11組 28 麗山國中 侯沁恩

預賽第11組 2 58 天母國中 樊佳芊

預賽第12組 23 麗山國中 陳采妮

預賽第12組 9 維真國中 陳郁芝

預賽第12組 2 中華國中 吳昱萱

預賽第13組 17 維真國中 張心宜

預賽第13組 56 瑞芳高工 謝旻霏

預賽第13組 32 麗山國中 莊銘儀

預賽第14組 48 北市立大學 王毓謙

預賽第14組 25 麗山國中 陳苡恩

預賽第14組 6 文化大學 周怡慈

預賽第15組 30 麗山國中 陳頤謙

預賽第15組 20 維真國中 林軒卉

預賽第15組 50 淡江高中 蔡其臻

預賽第16組 52 龍潭國中 張巧潔 

預賽第16組 34 麗山國中 王語綺

預賽第16組 46 北市立大學 王正芃

預賽第17組 36 麗山國中 楊佳臻

預賽第17組 3 中華國中 簡亦呈

預賽第17組 12 維真國中 黃文婷

預賽第18組 18 維真國中 劉昀蓁

預賽第18組 44 北市立大學 吳憶慧

預賽第18組 26 麗山國中 林文研

預賽第19組 54 瑞芳高工 吳旻瑩

預賽第19組 29 麗山國中 梁嘉芫

預賽第19組 15 維真國中 吳妤彤

預賽第20組 13 維真國中 張和倫

預賽第20組 42 建華國中(巨城乒乓) 蔡昀恩

預賽第20組 1 60 個人報名 何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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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1 11 明湖國小 張奐奇 1

5 141 輪空

6 140 輪空

21 137 輪空

決27 2 41 大埔國小 黃振維 5

32 138 輪空

47 139 輪空

決52 1 76 個人報名 蘇昱綸 3
預賽第1組 8 2 公館國小 潘彥廷
預賽第1組 120 敦化國小 郭境燁
預賽第2組 2 25 實踐桌球 郭川聖
預賽第2組 8 27 永平國小 林昱宏
預賽第2組 112 龍安國小 龔則乾
預賽第3組 7 87 昌平國小 蘇聖元
預賽第3組 2 68 民權國小 陳頤曄
預賽第3組 7 104 中正國小 牛藝撰
預賽第4組 3 130 宜蘭國小 游智傑
預賽第4組 6 62 石牌國小 林皇孟
預賽第4組 2 50 頂埔國小 林晉維
預賽第5組 6 116 敦化國小 曾向謙
預賽第5組 3 124 板橋國小 陳駿毅
預賽第5組 4 46 永和國小 蔡其達
預賽第6組 5 82 厚德國小 李世羽
預賽第6組 6 公館國小 黃柏諺
預賽第6組 2 100 樂利國小 黃建喬
預賽第7組 107 中正國小 陳晉庸
預賽第7組 2 52 網溪國小 許哲瑋
預賽第7組 4 56 個人報名 連柏翔
預賽第8組 34 永平國小 陳懷德
預賽第8組 2 102 照南國小 游承修
預賽第8組 3 16 濱江國小 葉庠彣
預賽第9組 93 昌平國小 鄭名翔
預賽第9組 2 60 溪口國小 蔡承憲
預賽第9組 3 127 桃園國小 楊敦捷
預賽第10組 2 74 士東國小 朱宏陽
預賽第10組 1 1 宜蘭國小 王騰毅
預賽第10組 67 石牌國小 謝肇員
預賽第11組 3 12 竹仁國小 顏定緯
預賽第11組 64 石牌國小 江柏勳
預賽第11組 1 10 個人報名 陳鏡名



預賽第12組 3 35 宜蘭國小 邱品睿
預賽第12組 2 122 東門國小 鍾泓名
預賽第12組 7 公館國小 柯  安
預賽第13組 30 永平國小 王柏鈞
預賽第13組 59 個人報名 劉翰恩
預賽第13組 51 頂埔國小 楊博程
預賽第14組 3 22 吉林國小 張柏鈞
預賽第14組 89 昌平國小 詹家睿
預賽第14組 1 15 仁愛國小 劉冠霆
預賽第15組 86 厚德國小 蘇子傑
預賽第15組 2 95 天母國小 林悅陞
預賽第15組 110 中正國小 張凱翔
預賽第16組 65 石牌國小 蔡承恩
預賽第16組 1 19 乒乓好小子 鄭嵩騰
預賽第16組 48 永和國小 劉瀚清
預賽第17組 1 20 芝山國小 吳鎧臣
預賽第17組 4 公館國小 吳任恩
預賽第17組 3 43 康寧國小 蘇賢祐
預賽第18組 32 永平國小 賴昱翰
預賽第18組 114 龍安國小 辜奕翔
預賽第18組 1 21 武揚桌球館 葉庭瑋
預賽第19組 3 70 麗山國小 顏均曄
預賽第19組 1 38 天母國小 莊予睿
預賽第19組 119 敦化國小 陳思翰
預賽第20組 105 中正國小 黃苙凱
預賽第20組 71 麗山國小 沈易諄
預賽第20組 1 39 建功國小 余冠恩
預賽第21組 113 龍安國小 游承翰
預賽第21組 1 40 三民國小 林翊敏
預賽第21組 126 板橋國小 江家同
預賽第22組 44 康寧國小 楊翔任
預賽第22組 28 永平國小 巫秉奇
預賽第22組 69 民權國小 林恩丞
預賽第23組 84 厚德國小 王博程
預賽第23組 9 公館國小 林昀融
預賽第23組 42 大埔國小 楊子力
預賽第24組 47 永和國小 吳承軒
預賽第24組 66 石牌國小 林皇仲
預賽第24組 129 桃園國小 黃致傑
預賽第25組 17 濱江國小 劉耀元
預賽第25組 91 昌平國小 鄭翔予



預賽第25組 26 實踐桌球 廖紹吾
預賽第26組 53 網溪國小 林詩昊
預賽第26組 24 吉林國小 鄭博允
預賽第26組 109 中正國小 周佑霖
預賽第27組 1 73 桃園中山 陳  昱
預賽第27組 37 宜蘭國小 楊謝翊
預賽第27組 33 永平國小 郭雋堯
預賽第28組 3 公館國小 柯  恩
預賽第28組 61 溪口國小 張   品

預賽第28組 58 個人報名 洪愷晟
預賽第29組 78 東湖國小 陳衍文
預賽第29組 63 石牌國小 曾以安
預賽第29組 1 80 集美國小 張祐嘉
預賽第30組 90 昌平國小 呂佑聯
預賽第30組 13 竹仁國小 黃振鈐
預賽第30組 1 81 康揚桌訓 邱祐宏
預賽第31組 125 板橋國小 董懷正
預賽第31組 5 公館國小 趙子賢
預賽第31組 75 士東國小 蕭笙宏
預賽第32組 121 敦化國小 惠明睿
預賽第32組 45 康寧國小 羅稚翔
預賽第32組 103 照南國小 洪瑞均
預賽第33組 101 樂利國小 鄭宇哲
預賽第33組 31 永平國小 謝承泰
預賽第33組 72 麗山國小 李威志
預賽第34組 2 54 文心國小 王瑞霆
預賽第34組 106 中正國小 呂兆麒
預賽第34組 1 94 建功國小 張  力
預賽第35組 1 97 薇閣國小 侯宸翰
預賽第35組 79 東湖國小 柳俊佑
預賽第35組 5 111 龍安國小 李想成
預賽第36組 1 98 石門國小 簡郁奇
預賽第36組 88 昌平國小 黃朋奕
預賽第36組 85 厚德國小 葉哲綸
預賽第37組 131 宜蘭國小 李岳穆
預賽第37組 18 濱江國小 陳柏霖
預賽第37組 8 公館國小 潘健睿
預賽第38組 118 敦化國小 陳鈺昇
預賽第38組 49 永和國小 陳  陞
預賽第38組 1 99 廣福國小 林子敬
預賽第39組 128 桃園國小 黃柏勳



預賽第39組 115 龍安國小 郭宣廷
預賽第39組 1 133 奎山國小 嚴振瑋
預賽第40組 29 永平國小 戚凱翔
預賽第40組 1 134 個人報名 周書丞
預賽第40組 123 東門國小 黃國豪
預賽第41組 83 厚德國小 賴翰陞
預賽第41組 1 135 大同國小 施秉辰
預賽第41組 36 宜蘭國小 簡駿宇
預賽第42組 108 中正國小 蔡鎔任
預賽第42組 57 個人報名 張哲綸
預賽第42組 1 136 文昌國小 陳志展
預賽第43組 14 竹仁國小 蘇柏升

預賽第43組 117 敦化國小 張廷宇

預賽第43組 55 文心國小 黃宇碩

預賽第44組 92 昌平國小 陳宥辰

預賽第44組 3 77 東湖國小 洪兆陽

預賽第44組 23 吉林國小 林亮廷

預賽第45組 132 宜蘭國小 何言右

預賽第45組 96 天母國小 李維喆

預賽第45組 137 鄧公國小 黃紹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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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45 照南國小 裴紫妮 1

5 52 輪空

8 55 輪空

11 56 輪空

決13 2 3 公館國小 楊喬安 5

17 54 輪空

20 53 輪空

決24 4 42 照南國小 施又歆 3

預賽第1組 4 25 民權國小 王芝女勻

預賽第1組 2 40 昌平國小 黃侑節

預賽第1組 4 36 厚德國小 王瑞琪

預賽第2組 2 50 宜蘭國小 邱新庭

預賽第2組 4 18 網溪國小 李佳穎

預賽第2組 3 29 麗山國小 周恩慈

預賽第3組 1 1 安慶國小 陳紓緯

預賽第3組 43 照南國小 郭伃璇

預賽第3組 3 32 士東國小 許慧雨

預賽第4組 1 2 桃園雙龍 賴誼軒

預賽第4組 3 22 石牌國小 李隆瑄

預賽第4組 2 9 吉林國小 高子芸

預賽第5組 3 15 吉林國小 張詠欣

預賽第5組 1 5 竹仁國小 廖堇辰

預賽第5組 2 46 龍安國小 張君璇

預賽第6組 1 6 乒乓好小子 薛凱柔

預賽第6組 38 厚德國小 張芷瑄(厚德)

預賽第6組 1 7 政大實小 張楨敏

預賽第7組 41 昌平國小 王怡文

預賽第7組 1 8 礁溪國小 林永芸

預賽第7組 28 民權國小 黃馨葳

預賽第8組 21 網溪國小 孫悅庭

預賽第8組 1 12 忠義國小 林語沛

預賽第8組 24 石牌國小 吳昕嬡

預賽第9組 31 麗山國小 陳思妘

少年女子組（國小五、六年級）個人單打賽



預賽第9組 34 士東國小 胡寧芮

預賽第9組 53 個人報名 張文馨

預賽第10組 39 厚德國小 李謹巖

預賽第10組 1 11 永平國小 汪菁瑜

預賽第10組 17 吉林國小 王亭媗

預賽第11組 4 公館國小 林丹妮

預賽第11組 26 民權國小 簡羽伶

預賽第11組 1 13 大埔國小 鮑起華

預賽第12組 33 士東國小 吳軒穎

預賽第12組 1 14 新泰國小 李亞軒

預賽第12組 44 照南國小 張芷瑄(照南)

預賽第13組 23 石牌國小 潘姿穎

預賽第13組 47 龍安國小 王薏安

預賽第13組 19 網溪國小 李佩融

預賽第14組 27 民權國小 陳顗方

預賽第14組 1 35 東湖國小 黃翊涵

預賽第14組 30 麗山國小 周佩蓉

預賽第15組 16 吉林國小 蔡依潔

預賽第15組 37 厚德國小 蔡欣凌

預賽第15組 1 48 敦化國小 陳宣穎

預賽第16組 1 49 敦化國小 蔡佳汝

預賽第16組 20 網溪國小 謝詩涵

預賽第16組 10 吉林國小 呂光瑋

預賽第17組 52 個人報名 陳俐辰

預賽第17組 51 宜蘭國小 林芊瑩

預賽第17組 57 鄧公國小 江御華

51 56



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52 網溪國小 賴竑亦 5

5 127 輪空

20 130 輪空

決25 72 石牌國小 李法順 5

29 129 輪空

44 128 輪空

決48 1 89 個人報名 蘇晨翔 5

預賽第1組 1 1 和平國小 陳學淯

預賽第1組 13 63 石牌國小 林鼎翰

預賽第1組 1 125 宜蘭國小 李岳丞

預賽第1組 1 127 鄧公國小 黃紹偉

預賽第2組 3 90 東湖國小 謝  謙

預賽第2組 8 41 永和國小 蔡承廷

預賽第2組 6 22 天母國小 宋倫宇

預賽第3組 3 104 昌平國小 劉起生

預賽第3組 9 49 網溪國小 詹辰恩

預賽第3組 6 98 厚德國小 郭叡勳

預賽第4組 4 28 忠義國小 劉安皓

預賽第4組 69 石牌國小 李昀軒

預賽第4組 5 6 竹仁國小 蔡博叡

預賽第5組 5 93 集美國小 方證嘉

預賽第5組 2 3 麗湖國小 陳冠甫

預賽第5組 7 79 桃園中山 吳宥廷

預賽第6組 4 112 中正國小 陳柏鈞

預賽第6組 2 11 仁愛國小 陳柏兆

預賽第6組 44 永和國小 林子揚

預賽第7組 4 118 敦化國小 唐于棋

預賽第7組 2 13 芝山國小 林裕洋

預賽第7組 57 網溪國小 謝岳霖

預賽第8組 66 石牌國小 林皇季

預賽第8組 103 厚德國小 王亞斌

預賽第8組 1 126 個人報名 鍾定言

預賽第9組 3 15 吉林國小 高煒傑

兒童男子組（國小四年級以下）個人單打賽



預賽第9組 82 桃園中山 吳語宸

預賽第9組 4 34 康寧國小 許秉森

預賽第10組 2 20 內湖國小B 郭雨傳

預賽第10組 27 天母國小 鄭詠謙

預賽第10組 2 39 仁愛國小 陳昫言

預賽第11組 100 厚德國小 陳奕騰

預賽第11組 2 109 石門國小 蒙定暘

預賽第11組 2 58 興隆國小 李俊霆

預賽第12組 78 麗山國小 盧丞浤

預賽第12組 65 石牌國小 潘竑叡

預賽第12組 2 61 溪口國小 黃修廣

預賽第13組 47 永和國小 陳  勣

預賽第13組 106 昌平國小 黃騰緯

預賽第13組 97 集美國小 徐士峰

預賽第14組 53 網溪國小 劉恩碩

預賽第14組 35 康寧國小 陳冠安

預賽第14組 31 忠義國小 張宸維

預賽第15組 2 116 龍安國小 余其錩

預賽第15組 17 吉林國小 高偉哲

預賽第15組 75 石牌國小 陳鼎翔

預賽第16組 85 桃園中山 謝廷佑

預賽第16組 10 竹仁國小 簡柏安

預賽第16組 2 87 士東國小 徐湶晉

預賽第17組 25 天母國小 高啟鈞

預賽第17組 1 2 苗栗永貞 林威丞

預賽第17組 115 中正國小 劉宇邦

預賽第18組 71 石牌國小 蔡閎榞

預賽第18組 95 集美國小 龍陳羿

預賽第18組 1 5 網溪國小 周秉澄

預賽第19組 1 18 實踐桌球 郭川農

預賽第19組 121 敦化國小 藍立辰

預賽第19組 43 永和國小 裘士禹

預賽第20組 80 桃園中山 吳昱翰

預賽第20組 1 19 永平國小 汪靖哲

預賽第20組 3 76 麗山國小 陳宥安



預賽第21組 26 天母國小 孫國峻

預賽第21組 1 124 奎山國小 嚴梓銘

預賽第21組 92 東湖國小 洪晟皓

預賽第22組 1 32 雨農國小 李佳澔

預賽第22組 68 石牌國小 李柏諭

預賽第22組 8 竹仁國小 林澤宇

預賽第23組 29 忠義國小 鄭力誠

預賽第23組 45 永和國小 林哲仰

預賽第23組 105 昌平國小 黃源鈞

預賽第24組 37 康寧國小 侯鼎為

預賽第24組 101 厚德國小 陳冠羲

預賽第24組 83 桃園中山 徐迦樂

預賽第25組 70 石牌國小 李建鋆

預賽第25組 1 33 文聖國小 葉家燊

預賽第25組 94 集美國小 黃子岳

預賽第26組 113 中正國小 胡晏博

預賽第26組 59 興隆國小 李駿朋

預賽第26組 51 網溪國小 吳育洋

預賽第27組 7 竹仁國小 郭秉華

預賽第27組 1 38 實踐國小 陳耀丞

預賽第27組 42 永和國小 謝佑賢

預賽第28組 119 敦化國小 李訓霆

預賽第28組 1 60 十興國小 李柏毅

預賽第28組 73 石牌國小 謝允中

預賽第29組 99 厚德國小 郭叡霖

預賽第29組 81 桃園中山 張博鈞

預賽第29組 62 溪口國小 黃鈞宥

預賽第30組 1 86 三玉國小 王振宇

預賽第30組 24 天母國小 陳竑安

預賽第30組 88 士東國小 陳敦強

預賽第31組 96 集美國小 蔡少然

預賽第31組 91 東湖國小 謝韋翔

預賽第31組 1 107 大同國小 施韋丞

預賽第32組 74 石牌國小 邵宣叡

預賽第32組 21 內湖國小B 謝銘徽



預賽第32組 16 吉林國小 高俊沂

預賽第33組 14 芝山國小 姚文懷

預賽第33組 55 網溪國小 莊力得

預賽第33組 120 敦化國小 柯宇恩

預賽第34組 46 永和國小 陳  澂

預賽第34組 77 麗山國小 周恩聖

預賽第34組 110 石門國小 蒙定竑

預賽第35組 4 麗湖國小 王  翔

預賽第35組 1 108 薇閣國小 侯承毅

預賽第35組 64 石牌國小 蔡賾安

預賽第36組 36 康寧國小 游茗幃

預賽第36組 56 網溪國小 陳昀昇

預賽第36組 102 厚德國小 蘇品錥

預賽第37組 40 仁愛國小 陳暐翔

預賽第37組 1 111 樂利國小 蘇柏洋

預賽第37組 23 天母國小 陳竑宇

預賽第38組 50 網溪國小 郭宥伽

預賽第38組 9 竹仁國小 邱資宸

預賽第38組 117 龍安國小 康耀恩

預賽第39組 1 122 板橋國小 杜辰哲

預賽第39組 30 忠義國小 張宸恩

預賽第39組 48 永和國小 杜家安

預賽第40組 84 桃園中山 廖予寛

預賽第40組 1 123 桃園國小 黃良峻

預賽第40組 114 中正國小 易子棋

預賽第41組 54 網溪國小 簡家緯

預賽第41組 67 石牌國小 陳昱霖

預賽第41組 12 仁愛國小 羅紹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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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人數 序號 單位 姓名 105秋成績

決1 1 3 東園國小 葉伊恬 3

5 51 輪空

8 54 輪空

決12 27 石牌國小 陳瑋希 5

決13 5 濱江國小 李謦妤 5

17 53 輪空

20 52 輪空

決24 31 石牌國小 盧奕媗 3

預賽第1組 4 4 濱江國小 郭宜真

預賽第1組 1 8 鄧公國小 徐善允

預賽第2組 2 45 龍安國小 劉芷妍

預賽第2組 8 26 石牌國小 謝佑鈴

預賽第2組 3 9 內湖國小B 邱于真

預賽第3組 4 38 厚德國小 林佳昕

預賽第3組 21 永和國小 徐子晴

預賽第3組 4 22 網溪國小 朱梓涵

預賽第4組 1 12 大埔國小 鮑起萱

預賽第4組 6 濱江國小 馬玉安

預賽第4組 29 石牌國小 張辰汝

預賽第5組 17 永和國小 吳泳葳

預賽第5組 3 48 桃園國小 楊亞靜

預賽第5組 1 13 康寧國小 萬盈汘

預賽第6組 33 石牌國小 黃永萱

預賽第6組 11 內湖國小B 周芷妤

預賽第6組 2 1 宜蘭國小 王毓潔

預賽第7組 1 34 桃園中山 江倢寧

預賽第7組 15 永和國小 賴思穎

預賽第7組 1 35 士東國小 溫如雅

預賽第8組 24 網溪國小 陳家瑜

預賽第8組 30 石牌國小 吳育安

預賽第8組 1 36 東湖國小 柳奕安

預賽第9組 7 濱江國小 張凱棋

預賽第9組 1 37 集美國小 蔡乘朔

兒童女子組（國小四年級以下）個人單打賽個人單打賽



預賽第9組 19 永和國小 林芯彤

預賽第10組 28 石牌國小 賴彥臻

預賽第10組 41 厚德國小 呂  芸

預賽第10組 1 42 昌平國小 黃文怡

預賽第11組 16 永和國小 洪倩耘

預賽第11組 1 43 薇閣國小 侯筠萱

預賽第11組 50 桃園國小 胡芸甄

預賽第12組 1 44 照南國小 陳詩涵

預賽第12組 25 網溪國小 郭喬米

預賽第12組 32 石牌國小 邵瀅蓁

預賽第13組 1 47 個人報名 蔡侑臻

預賽第13組 20 永和國小 林姿妍

預賽第13組 39 厚德國小 李心童

預賽第14組 2 宜蘭國小 王俞姮

預賽第14組 8 14 永和國小 李婕妮

預賽第14組 10 內湖國小B 葉宜婕

預賽第15組 49 桃園國小 胡瑄祐

預賽第15組 46 龍安國小 陳宛妤

預賽第15組 18 永和國小 洪羽廷

預賽第16組 40 厚德國小 吳宜璇

預賽第16組 23 網溪國小 顏子芹

50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