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中拔獎字第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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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甲國小 
隊員：蔡承祐 鍾易樺 黃威喆 洪振傑 蔡謹安 
      許宇兆 高誠鈞 徐啟翔 王冠右 楊侑達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男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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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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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小 
領隊：曾振興 
教練：葉力豪         管理：鄭博太 
隊員：莊佾恩 蕭政伭 黃騰揚 陳得智 許政雍 
      吳建侑 李宇翔 王于愷 黃士恩 李翊辰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男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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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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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光國小 
領隊：吳松輝 
教練：王若存         管理：吳杏臺 
隊員：白兆源 黃信惟 林祐亘 林哲恩 楊子瑨 
      徐家皇 紀旻杰 羅少駿 李齊恩 施冠志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男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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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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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林口國小 
領隊：蔡佩芳 
教練：李致賢         管理：王明清 
隊員：許伯毓 王柏翔 黃冠能 陳柏均 吳翰宇 
      力士修 林柏聿 何慶奕 林哲宇 許恒嘉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男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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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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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太巴塱國小 
領隊：謝明生 
教練：芙代·谷木·母那烈      領隊：楊謝恩 
隊員：祝  芸 黃譯萱 楊  恩 曾羽涵 萬宥希 
      楊瑀潔 宋書妤 呂欣怡 黃尹彤 陳若綺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女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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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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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甲國小 
隊員：涂瀞文 楊善媃 曾家秝 李昕柔 李婕伶 
      曾姵綸 劉湘芸 江少芊 簡  婕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女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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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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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小 
領隊：曾振興 
教練：林滋捷         管理：鄭博太 
隊員：吳宇卉 蔡昀珊 李珆萱 郭俐妘 李亮緹 
      賴子暄 吳宥靜 陳乙馨 劉若秀 莊鎔黛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女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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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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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林口國小 
領隊：蔡佩芳 
教練：李致賢                  管理：王明清 

隊員：陳芷妍 黃子珊 周思妤 張百萱 李文筠 
      林芯伃 鄭宇婷 黃子庭 衛立妍 陳姿錞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女生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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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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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光國小 
領隊：吳松輝 
教練：王若存         管理：吳杏臺 
隊員：幸彤恩 田  樂 高恩晞 柯凱涵 黃乙庭 
      林  薇 曾苡恩 林瑞欣 賴佳穎 曾韻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女生組  400 公斤  第五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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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六家國小 A 
領隊：何明星 
教練：黃怡瑾 王群元  管理：黎立夫 
隊員：李康宇 張家瑞 楊寬亮 陳心佩 曾靖甯 
      王榆汝 邱姿瑜 林家丞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A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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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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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豐洲國小 A 
領隊：莊雅景 
教練：邱惠芳 李姿怡  管理：張鈞凱 李德盛 
隊員：陳倢凊 王勝綸 陳倢彗 廖筱薰 陳祐安 
      杜韋辰 王顗翔 宋佩倪 杜宗翰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A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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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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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六家國小 A 
領隊：何明星 
教練：黃怡瑾  王群元    管理：黎立夫 

隊員：徐瑋鋐 呂羿萱 支芊柔 陳柏諺 楊旅翔 
      鄭甄儀 陳宗佑 黃騰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A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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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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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豐洲國小未來隊 
領隊：韓順進 
教練：李姿怡 邱惠芳  管理：張鈞凱 李德盛 
隊員：羅語晨 陳俊鴢 王巧嫻 王怡蘋 張品超 
      廖苡棠 李沄蓁 陳未來 張致騰 宋卉淇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A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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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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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甲國小 A 
隊員：蔡明嶧 董亮廷 蘇煜翔 林維芃 葉欣柔 
      林奕甄 陳怡錚 林嘉亮 王冠禾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A 組  360 公斤  第五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107）中拔獎字第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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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圳堵國小 A 
領隊：蔡宗信 
教練：紀碧珠 陳韋廷  管理：施敬洲 范蕙青 
隊員：陳冠維 王若菱 王聿岑 王宇祥 松耀祖 
      朱宇頡 全育萱 沈博偉 全冠瑜 曾子桓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B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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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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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武潭國小 
領隊：潘正憲 
教練：藍光輝 郭明義  管理：王  維 
隊員：劉若瑜 籠  歆 田柏翰 石峻霖 陳冠琳 
      劉歆蕾 鍾怡安 高程峰 胡宏恩 洪安妮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B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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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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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圳堵國小 B 
領隊：蔡宗信 
教練：王文津  施敬洲    管理：陳韋廷  紀玲玲 

隊員：王誼維 王慧蓁 吳霺翎 孫佳暄 黃昱勛 
      王弘旻 王景鴻 楊雯渲 吳欣怡 余聖新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B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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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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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三星國小 
領隊：姚宗呈 
教練：吳聖賢  許茹涵    管理：許茹涵 

隊員：彭宇姍 王庭安 林筱婷 鄭澤瑋 林晏霞 
      吳承澤 潘聖心 李品成 賴妍秀 高郁翔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B 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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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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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康樂國小 
領隊：蔣淑芳 
教練：李國華                  管理：黃依惠 

隊員：李潔穎 卓嘉千 劉治瑜 林家維 田若妤 
      楊恩典 林傑明 田蓮玉 林家星 溫聿玲 
參加本會舉辦全國 107 年協會盃拔河錦標賽榮獲

國小混合 B 組  360 公斤  第五名 
特頒獎狀以資鼓勵。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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