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中拔獎字第 070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中市新社高中 
領隊：歐靜瑜 
教練：陳麗惠 黃媺涵  管理：廖邦伶 
隊員：洪  旻 許永泰 陳宗佑 潘信佑 李昆哲 
      李啟璿 張偉聖 吳政和 吳凱棣 賴威成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生組  580 公斤  冠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1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國立南投高中 
領隊：巫春貴 
教練：江明道         管理：林良俊 
隊員：葉珈佑 張志丞 李浩強 酆偉凡 吳冠廷 
      丁宗祐 古宇辰 蕭毓龍 黃冠福 謝詠翔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生組  580 公斤  亞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2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中市光華高中 
教練：邱昌杰          
隊員：莊善愷 林建呈 劉偉恩 王建智 楊承育 
      陳建樺 王仁德 楊景翔 陳顥文 張富傑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生組  580 公斤  季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3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北市南港高工 
領隊：劉美慧 
教練：余孟剛         管理：陳重霖 
隊員：蕭育成 謝宇翔 林伯威 陳楚儀 曾威凱 
      李東祐 李俊霆 簡丞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生組  580 公斤  殿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4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國立南投高中 
領隊：巫春貴 
教練：江明道         管理：林良俊 
隊員：張瓊慧 邱雅婷 董玉珍 風潔儀 賴依萱 
      杜映璇 高毓萱 陳慧怡 陳昶宏 陳詩婷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女生組  500 公斤  冠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5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北市景美女中 
領隊：黃贇瑾 
教練：郭  昇 施昭伃  管理：吳念芝 蔡珮倚 
隊員：林家如 祝  晴 黎品辰 黃俞安 邱思瑜 
      潘聖梅 施芷芯 董  涵 陳希禹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女生組  500 公斤  亞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6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中市新社高中 
領隊：歐靜瑜 
教練：陳麗惠 黃媺涵  管理：廖邦伶 
隊員：莊凱樺 張唯倫 林志鴻 傅裕傑 黃詩語 
      廖羽萱 賴佳欣 張麗芳 易甲豪 游彩臻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女混合組  540 公斤  冠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077 號 

 

獎  狀 

核准文號: 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35015 號函。 

 

隊名：台北市南港高工 
領隊：劉美慧 
教練：余孟剛         管理：陳重霖 
隊員：張靜文 李  淵 陳瑋瑋 黃瑋佑 蔡宇謙 
      陳昱彤 李佩貞 謝紹佑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高中職男女混合組  540 公斤  亞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070 高中職男生組  580 冠軍
	071 高中職男生組  580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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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高中職男女混合組  540 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