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中拔獎字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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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神圳國中 
領隊：洪瑞濱 
教練：甘林依靜 曾俊榮       管理：蔡曜德 
隊員：黃志浩 王荃宥 王永村 王昱誠 陳尚坤 
      松冠文 陳宗晏 王俊偉 李銘傑 莊承澤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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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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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中 
領隊：賈美琳 
教練：龔俊豪         管理：林裕盛 
隊員：蘇洧承 王承偉 林耀賢 許岳豪 柯淳彥 
      林承葦 林建良 蔡育賢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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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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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幸福國中 
領隊：莊文凱 
教練：林吳俊         管理：李淑芬 
隊員：高旻諭 顏軾桀 李政賢 趙詠鑫 林智傑 
      巫佳祥 黃奕銓 李冠均 林  恩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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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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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宏仁國中 
領隊：李孟桂 
教練：張金豐 王若存  管理：黃麗華 潘芳嬋 
隊員：鍾政道 劉皓文 曾浩哲 梁富偉 吳子豪 
      郭翃志 郭鈺楨 潘銘育 楊承瓏 陳承發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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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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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豐原國中 
領隊：曾育宗 
教練：王姿榕         管理：邱翊如 
隊員：陳昇陽 林冠廷 羅文佑 許友鏵 羅葦擇 
      何翊愷 簡暐宸 梁景琪 羅進嶸 潘信穎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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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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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四箴國中 A 
領隊：顏慧萍 
教練：李志鴻         管理：鍾信芳 
隊員：林昱炘 余宗政 高  翔 林冠宇 劉仲翔 
      劉玴杋 羅  聖 呂承曄 林旻璋 楊明旭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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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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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鶯歌國中 
領隊：張俊峰 
教練：沈佳祥         管理：蘇春和 
隊員：鍾岳勳 高群翰 蔡顯洋 蕭宇庭 尤韋勳 
      王  皓 王偉僑 吳宗祐 錢冠儒 王偉丞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生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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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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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三星國中 
領隊：張煇志 
教練：吳聖賢 陳姿蓉  管理：游子慧 
隊員：林夢筑 李怡謹 林涵婕 林嘉欣 陳語喬 
      李玄佳 邱思瑄 林家儀 林芷萱 洪甯暄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女生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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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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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神圳國中 
領隊：洪瑞濱 
教練：甘林依靜 曾俊榮       管理：蔡曜德 
隊員：吳念蓁 林佳綺 葉桂菱 谷詩婷 李瑜真 
      金妙筠 沈雅萱 田梅珍 吳金芳 徐芳娸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女生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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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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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中 
領隊：賈美琳 
教練：周渝芳                  管理：朱育民 

隊員：許佳絨 詹思嬅 柯雯綝 陳聖元 呂莘卉 
      朱家悅 李怡臻 呂宜家 賴可兒 蔡韋婷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女生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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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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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四箴國中 
領隊：顏慧萍 
教練：蔡珮芩 林佩蓉  管理：王景宗 陳盈秀 
隊員：江凱妮 宋佳紜 許嘉紘 蘇家羚 吳巧音 
      潘姿伶 陳詠晴 林妤華 卜欣熙 李志玲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女生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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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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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豐原國中 
領隊：曾育宗 
教練：王姿榕         管理：郭泓岦 
隊員：陳宥愷 陳群岳 張晏瑜 江秉憲 廖儀鈞 
      陳姿佑 周嫈倢 諸紹恩 李瑋豪 廖  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女混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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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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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中庄國中 
領隊：黃火炎 
教練：高玉珍         管理：吳振瑞 
隊員：蔡喭崴 吳宗澤 黃曉瑤 楊淯婷 邱薏汶 
      鄭祐杰 張文瑄 唐嘉鴻 張書瀚 蔡佩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女混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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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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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宏仁國中 
領隊：李孟桂 
教練：王若存 張金豐  管理：曾清峯 廖國晃 
隊員：林佳萱 張益嘉 馬恩馨 陳啟浩 楊壹婷 
      羅  恩 游硯甄 陳宇政 劉修瑋 陳  穎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女混合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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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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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中 
領隊：賈美琳 
教練：龔俊豪                  管理：朱育民 

隊員：陳則綸 王奕翔 呂方文 莊有仁 徐嘉均 
      林斯瑜 李畇蓁 蔡婷瀅 莊詠華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中男女混合組  500 公斤  殿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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