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程時間表 

             組別 

時間 

國小男團 

(5/26) 

國小女團 

(5/26) 

社會團體 

(5/27) 

0800-0830 開始報到 

0830-0900 開幕儀式 

0900-0940 (1)-(8)  (1)-(8) 

0940-1020 (9)-(16)  (9)-(16) 

1020-1100 (17)-(24) 
女團報到 

1000-1030 
(17)-(24) 

1100-1140  (1)-(8) (25)-(32) 

1140-1220  (9)-(16) (33)-(40) 

1220-1300  (17)-(24) (41)-(48) 

1300-1400 決賽(25)-(28) 決賽(25)-(28) 決賽(49)-(56) 

1400-1500 決賽(29)-(30) 決賽(29)-(30) 決賽(57)-(60) 

1500-1600 決賽(31) 決賽(31) 決賽(61)-(62) 

1600-1700 決賽(32) 決賽(32) 決賽(63)-(64) 

1700-1730 頒獎典禮 

注意事項： 

1.因賽程緊湊，賽程以當天大會播報為準，請各球隊勿隨意離開比賽會場 

2.國小女團比賽時間不早於 11:00 開始，各決賽時間不早於 13:00 開始 

 

 



社會團體組 
1.隊名:乒乓世界 

領隊：王李中癸  教練：洪毓嶺   

隊員：葉晁銘 莊鈞聿 陳君翔 張昱文 呂政達 彭靖宥 吳憶樺 周羿震  

2.隊名：瑞芳高工 A 

領隊：黃翊玹     教練：陳正高   

隊員：黃紹愷 高至亨 林秉宥 王翊帆 田曉雯 林聖凱 張偉華 吳旻瑩  

3.隊名：瑞芳高工 B  

領隊：劉邦煒     教練：黃翊傑   

隊員：高宇鴻 趙育叁 黃博昱 黃翊倫 林柏熹 許柏昇 吳宗昊 游婉鈺  

4.隊名：元氣歡樂隊 

領隊：張伯華     教練：鄭天翔   

隊員：李覺清 張炳球 謝宇庠 鄭翰宇 莊勝雲 呂宇芳 黃柏興  

5.隊名：喜愛乒乓隊  

領隊：溫錦湖     教練：鄭宗卿   

隊員：鄭志強 蘇宗弘 郭芳榮 何承璞 趙志民 劉俊廷  

6.隊名：天母國中紅  

領隊：林美雲     教練：洪志暐   

隊員：張哲睿 張立承 陳柏佑 郭益隆 郭秉鈞 樊佳芊  

 

 



7.隊名：天母國中白  

領隊：林美雲     教練：洪志暐 

隊員：鍾泓名 許嘉文 陳威宇 周君厚 黃永霖 劉冠嬅 何羿萱  

8.隊名：天母國中藍  

領隊：林美雲     教練：洪志暐 

隊員：姚佑亮 黃掣 周君威 周君睿 黃柏鈞 孫巧恩 江芷妍  

9.隊名：富鑫 

領隊：黃俊璋     教練： 

隊員：謝景昌 謝曉青 陳建智 呂旻峰 葉柏均 李東佳 張之凱 王韋翔  

10.隊名：台灣師大  

領隊：林芷        教練：林慶宏   

隊員：姚廷叡 吳思綺 王晴 陳品儒 王唯麟 徐仲徽 王元佑 

11.隊名：巨城乒乓台北館藍隊  

領隊：郭則寬    教練：姜尚佑   

隊員：余承峰 許亦炘 陳慈庭 周德顥 蔡政安 王啟銘 蔡凱任 蔡凱丞  

12.隊名：巨城乒乓台北館紅隊  

領隊：         教練：林培中   

隊員：林意展 張宸維 徐睿謙 吳宸儀 賴文萍 張睿恩 陳舒甯 徐廷翰 

13.隊名：昌鑫鋼鐵 A  

領隊：余虹萩    教練：程乾   

隊員：王晨又 闕壯庭 郭家宏 黃柏凱 林童蔚 閻婷頤  



14.隊名：昌鑫鋼鐵 B  

領隊：余虹萩      教練：程乾   

隊員：蔣仲衡 呂學羽 楊子儀 高子揚 梁庭瑋 謝詩涵  

15.隊名：蔡頭去哪裡  

教練：江慧珊         教練： 

隊員：高照翔 葉汶樺 羅允辰 陳京夫 馮元昱 傅玉龍 莊立德  

16.隊名：全民桌球  

領隊：林育禕      教練：許展誌   

隊員：許价印 湯政諺 郭俊逸 簡彤娟  

17.隊名：乒乓世界桌球訓練中心  

領隊：顏兆寅      教練： 

隊員：林家賢 許愫  趙祐辰 紀煌陽 陳羲 陳泰儀 陳俊穎 陳弘宏  

18.隊名：藍白集團  

領隊：邱孟生      教練：王靜雯   

隊員：蔡奇縉 黃文豪 林欣逸 黃名毅 張羚鈺 洪  綾  

19.隊名：桌球隊  

領隊：張峻林      教練：周芊妤   

隊員：彭冠銘 張智宸 呂和陽 謝博安 李易人 張霈承  

20.隊名：碧湖公園隊  

領隊：施貴棠      教練：秦昱華   

隊員：施景棠 施奐宇 施亮宇 施沛宇 葉建興 林柏承 黃宜敏 施崇棠  



21.隊名：媽媽桌球俱樂部  

領隊：劉邦林    教練：郭寶琴   

隊員：盧進財 楊碧容 沈秀美 廖瑞碧 宋文湯 陳月碧  

22.隊名：土城小獵豹  

領隊：鄭國助    教練：蔡旻樺   

隊員：鄭宇哲 黃建喬 林子敬 劉志芳 蔡兩助  

23.隊名：磁量生技  

領隊：楊謝樂    教練：諶伯維   

隊員：林煥勳 許柏宣 彭旨 楊謝翊 邱品睿 簡駿宇 潘彥廷 簡亦呈  

24.隊名：MOLA桌球  

領隊：葉瑞珍    教練：黃彥哲   

隊員：王士杰 吳正鴻 蘇稘翃 陳義憲 張睿宸 陳泓佑  

25.隊名：巨城乒乓小將  

領隊：             教練：陳子健 

隊員：林柏亨 徐毓程 陳俐辰 林語沛 劉安皓 張宸恩 吳崨  

26.隊名：內湖高工 紅  

領隊：林振雄    教練：李偉正   

隊員：郭奕廷 郭彥廷 張丞澤 文聖淵 邱宣霖 藍鉦淯 翁祐鈞 梁嘉芫  

27.隊名：內湖高工 藍  

領隊：林振雄    教練：李偉正 

隊員：王建智 張奐奇 蘇昱綸 林君豪 楊志興 徐御庭 陳芝琳  



28.隊名：麗山國中 藍  

領隊：莊政龍         教練：廖泓為   

隊員：張子源 闕邑達 王秉凱 周書承 王芝妁 王語綺  

29.隊名：麗山國中 紅  

領隊：莊政龍         教練：廖泓為 

隊員：施淳祐 陳玉堂 黃致盛 陳頤謙 楊舒詠 黃翊涵  

30.隊名：紅鯉魚與綠鯉魚與驢  

領隊：林辰         教練：蔡佳叡   

隊員：黃心毅 黃聖智 林志遠 田啟安 吳孟鴻  

31.隊名：康寧校友隊  

領隊：蔡秉翰      教練：沈郁杰   

隊員：陳威任 張瓊方 范高瑋 陳怡國 吳俊賢 林子瑜 洪士哲 馬虹任  

32.隊名：儓剜亣鷽 88888 

領隊：郭洸丞         教練：辜煌傑 

隊員：丁于庭 李岱霖 黃尚豪 陳建志 高瑞賢 嚴柏文 楊政燁 

 

 

 

 

 

 



國小男生組 
1.隊名: 敦化國小 

領隊：陳品涵    教練：陳喬琳      

隊員：張廷宇 陳鈺昇 陳思翰 郭境燁 藍立辰 蘇育正 惠明睿 陳學霖  

2.隊名：光復藍  

領隊： 丁一航      教練： 林建丞   

隊員：劉瀚鈞 吳冠陞 葉又睿 施相宇 潘柏恩 林禹丞 王宇正 陳敘恩   

3.隊名：新北市興南國小 A  

領隊：蔡麗華      教練：葉俊彥/江念祖/高韡珉   

隊員： 劉衍辰 朱宥綸 蔡孟岳 蔡孟昉 甘致愷 蔡昇倫 江博育 游昌煒  

4.隊名：新北市興南國小 B  

領隊：蔡麗華      教練：葉俊彥/江念祖/高韡珉 

隊員：范勛晏 葉家佑 陳禹蒼 林家成 方宏煒 林冠睿 皮偉辰 張博閎  

5.隊名：錦和國小藍   

領隊：李高財      教練：魏宏哲     

隊員：莊祐棋 謝東甫 藍柏昇 古博頤 陳毅謙 林峻鴻 張力元 吳汯潾  

6.隊名：錦和國小綠   

領隊：李高財      教練：魏宏哲   

隊員：沈鉅峰 洪麒又 沈鉅堯 黃冠穎 楊侑勳 蔡孟哲 方詠恩 蔡承叡  

 

 



7.隊名：吉林國小 A   

領隊：虞志長   教練：張偉諸 戴文庭  

隊員： 陳禾晏 張祐嘉 范宇和 廖致淳 歐旭鴻  吳彥辰 鍾瀚德 羅宇翔  

8.隊名：吉林國小 B   

領隊：虞志長   教練：張偉諸 戴文庭 

隊員： 陳禾晏 張祐嘉 范宇和 廖致淳 歐旭鴻 吳彥辰 鍾瀚德 羅宇翔  

9.隊名：台北市雨農國小   

領隊：陳玟綺     教練：洪毓嶺 張佑聖 呂政達 

隊員：彭靖恩 黃宥羲 蕭惟之 賴盺綸 姚文懷 林家睿 王振宇 蔡宗秀  

10.隊名：新北昌平   

領隊：陳月滿     教練：鄭濟源 

隊員：詹家睿 黃源鈞 劉起生 黃騰緯 陳煜捷 溫承燁 陳宥辰 吳柏陞  

11.隊名：臺北市民生國小   

領隊：李金燕校長  教練：龔裕鵬   

隊員：陳宥嘉 楊恩睿 蔡承凱 陳昶寧 林宥竹 曾閔澤 李承霖 何韋頡   

12.隊名：義學國小  

領隊：張照璧    教練：林佳慧   

隊員：黃川益 顏貫軒 嚴燦仰 陳品齊 吳宥鈞 黃立仰 方賴德 黃川恩  

13.隊名：東門國小紅   

領隊：謝明燕    教練：吳聲哲   

隊員：劉柏佑 陳聿竑 黃澧富 鄭向宸 陳順泰 鄭毅群 謝秉宏 謝宗祐  



14.隊名：東門國小藍   

領隊：謝明燕    教練：吳聲哲   

隊員：林大展 陳柏睿 陳彥磒 彭于瑄 林罡詰 劉易恩 黃士東 廖期平  

15.隊名：麗山國小  

教練：張秀潔        教練：童湘文 

隊員：余日洋 吳宥朋 郭永翔 黃茂展 陳宥安 周恩聖 陳柏佑 簡鑠  

16.隊名：忠義國小男生隊  

領隊：葉誌鑑      教練：張永源   

隊員： 謝承羲 王有綸 陳宏昕 陳羿滐 汪泓易 劉安皓 謝承哲 陳品在  

17.隊名：民權國小紅  

領隊：劉益麟      教練：林晉安 

隊員： 黃崇淳 黃冠瑋 廖竑睿 張凱翔 王禾鈞 李俊霆 鄭喬丰 廖于肇  

18.隊名：民權國小藍  

領隊：劉益麟      教練：吳孝玄   

隊員：黃晨恩 楊皓丞 邱軍愷 趙偉寧 林志沅 黃予樂 王乃毅 許家源  

19.隊名：東園國小紅   

領隊：陳彩文      教練：鄭智洋 郭志豪   

隊員：鄭祐丞 曾沐辰 彭祥銨 鄧禹丞 鄧禹恩 徐多樂 李柏毅 曾識文 彭珈偉  

20.隊名：幸安國小 A   

領隊：陳順和      教練：姜尚佑   

隊員：侯詠睿 蔡秉諺 徐秩寬 張宇傑 陳立恆 陳柏睿 謝盛恩 



21.隊名：幸安國小 B  

領隊：陳順和    教練：徐仲徽   

隊員：施仲達 施仲諺 許昊崴 江唯辰 陳秉謙 曾湟哲 黃冠予 

22.隊名： 新北市集美國小  

領隊：蕭慧吟    教練：林靖紘   

隊員：廖冠棆 張祐嘉 謝瀗鋐 徐士峰 方證嘉 張均臨 蔡少然 陳齊緣  

23.隊名：網溪國小  

領隊：劉根龍    教練：林明孝   

隊員：詹辰恩 賴竑亦 賴錕毅 劉恩碩 郭宥伽 吳育洋 簡家緯   

24.隊名：後埔國小  

領隊：陳朝琴    教練：黃俊溢   

隊員： 邱程熙 黃奕琦 殷瑋國 吳承勛 余睿恩 葉橙澧 洪胥恆 杜昱宏  

 

 

 

 

 

 

 

 

 

 

 

 

 

 



國小女生組 
1.隊名: 吉林國小 

領隊：虞志長  教練：邱羿華 張偉諸   

隊員：張睿萱 詹云致 李悅嘉 李悅華 林元璽 余宣萱 莊詠晨 李家榛  

2.隊名：台北市雨農國小 

領隊：陳玟綺  教練：洪毓嶺 張佑聖 胡智昌 

隊員：賴郁蓁 貢慕慈 楊可歆 徐沛睫 林芳妤 蕭羽彤 杜英倫 簡菡瑩  

3.隊名：龍埔國小藍 

領隊：高健庭     教練：曾佳諭   

隊員：鄭以珊 鄭嘉萱 唐歆嵐 王欣唯 林禾晴 王欣研  

4.隊名：龍埔國小紅 

領隊：高健庭     教練：曾佳諭   

隊員：袁妡 黃炫惟 林相汝 柯尚妘 蕭妘珊 黃柔穎  

5.隊名：錦和國小紅  

領隊：李高財     教練：林恆名   

隊員：林庭儀 蔡文慈 簡祉榕 鍾孜沂 陳沁伶 彭子芸 江宥樺 王嘉瑩  

6.隊名：基隆市忠孝國小  

領隊：蘇永輝     教練：黃世安   

隊員： 黃薇帆 陳紫瑩 陳昱婷 黃云榛 何立媛 潘定亞 甘雯萱 陳庭蓁  

 

 



7.隊名：昌平國小  

領隊：陳月滿     教練：鄭濟源 

隊員：王怡文 陳貞允 蕭君芮 黃瑋甯 葉語熙 黃文怡 尹貽甯  

8.隊名：臺北市民生國小  

領隊：李金燕校長    教練：鄭涵勻 

隊員：陳宣伶 林芯瑩 黃思璇 劉于瑄 葉芯妤 薛于悅 趙可蓉 陳姿涵   

9.隊名：義學國小 

領隊：張照璧     教練：林佳慧 

隊員：杜加恩 林采諭 楊智涵 楊智晴 黃尹岑 方賴慧 陳其慧  

10.隊名：東門國小 

領隊：謝明燕     教練：周怡慈   

隊員：林芸詰 朱芸樂 柯程苓 陳沛潔 陳品卉 張芮語  

11.隊名：光復紅  

領隊：丁一航    教練：林建丞   

隊員：蔡依珊 陳映喬 倪語彤 趙羽萱 陳恩宜 陳孟萱 鄧敏翎 陳明利   

12.隊名：民權國小藍  

領隊：劉益麟    教練：洪子健   

隊員：洪予婕 李唯寧 周芷妤 陳芋臻 程詠琦 劉靜融 柳奕安 魏名玉  

13.隊名：民權國小紅  

領隊：劉益麟    教練：林晉安   

隊員：蔡湘芹 黃予新 林語柔 陳暄昀 趙育靓 賴昕美 陳曉辰 李恩彤  



14.隊名：蘆洲國小 

領隊：鄒惠娟      教練：陳志銘  

隊員：劉芷延 劉芷妘 陳品秀 吳柔蓁 朱家溱 郭亭妤 林品瑜 蕭伃君  

15.隊名：幸安國小 C 

教練：陳順和         教練：施亦婕 

隊員：唐宇歆 黃宥甯 簡吟蓁 馬可芸 羅晨嘉 林稚晏  

16.隊名：忠義國小女生隊  

領隊：葉誌鑑      教練：張永源   

隊員：黃敬瑄 林心梅 溫慧婕 陳妍希 紀婷 林語沛 陳孟婕 林宣彤  

17.隊名：劍潭國小  

領隊：鄧美珠        教練：溫存立 趙永瓏 林志鴻 

隊員：吳昀蓁 黃聖甯 陳宥蓉 林宥岑 陳品瑄 王玟涵 邱致鈁  

18.隊名：東園國小  

領隊：陳彩文      教練：鄭智洋 郭志豪   

隊員：羅芯培 陳品杉 彭珈恩 賴宥蓁 林芯渝 葉伊恬 陳祈韻   

19.隊名：新北市明志國小  

領隊：蕭又誠      教練：林彥辰   

隊員：郭千翠 李道宣 林芷柔 楊子嫺 王郁閔 陳慈宣 楊昕蓉 包庭瑄   

20.隊名：台北市明湖國小  

領隊：郭添財      教練：朱弘哲 鄭竣予 楊淇文   

隊員：劉家安 黃子芸 羅佑珊 洪蘊慈 劉晏秀 高睿妡 蘇姿岑 呂怡臻   



21.隊名：麗山國小  

領隊：張秀潔    教練：劉晏維   

隊員：周恩慈 翁婕芸 周佩蓉 楊芷昀 陳思妘 陳羿安 楊子嫻 陳亮甄  

22.隊名：濱江國小紅隊 

領隊：陳滄智    教練：陳炳鴻 梁柏元 王依蘋 呂鴻森   

隊員：劉志翎 郭宜真 李謦妤 張凱棋 黃薇蒨 郭家甄 莊郁珊 陳宜璐  

23.隊名：敦化國小 

領隊：陳品涵    教練：陳喬琳   

隊員：陳宣穎 陳禹希 陳禹璇 陳珉 林沄沄 郭耘安 簡怩洛 范姜又勤 

 

 

 

 

 

 

 

 

 

 

 

 



社會團體組預賽 

(每組取兩隊進決賽，三勝點即結束比賽)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2) 

喜愛乒乓隊 

蔡頭去哪裡 MOLA 桌球 

(18) 

康寧校友隊 

(26) 

(34) (42) 

(10) 

(1) 

土城小獵豹 

全民桌球 巨城乒乓臺北館藍 

 

(17) 

麗山國中藍 

(25) 

(33) (41) 

(9) 

(3) 

富鑫 

瑞芳高工 A  內湖高工藍 

(19) 

儓剜亣鷽 88888 

(27) 

(35) (43) 

(11) 

(4) 

臺灣師大 

乒乓世界桌球訓練中心 天母國中藍 

(20) 

瑞芳高工 B 

(28) 

(36) (44) 

(12) 



E 組 F 組 

G 組 H 組 

 

  

(6) 

桌球隊 

麗山國中紅 天母國中白 

(22) 

紅鯉魚與綠鯉魚與驢 

(30) 

(38) (46) 

(14) 

(5) 

媽媽桌球俱樂部 

昌鑫鋼鐵 B 天母國中紅 

(21) 

乒乓世界 

(29) 

(37) (45) 

(13) 

(7) 

磁量生技 

元氣歡樂隊 巨城乒乓臺北館紅 

(23) 

內湖高工紅 

(31) 

(39) (47) 

(15) 

(8) 

藍白集團 

昌鑫鋼鐵 A 巨城乒乓小將隊 

(24) 

碧湖公園隊 

(32) 

(40) (48) 

(16) 



社會團體決賽 

(五戰三勝，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冠軍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A1   H2    B1    G2   C1    F2    D1    E2    E1   D2    F1    C2   G1    B2    H1   A2 

 

 

 

 

 

 

 

 

 

 

                     (64) 

                     (63) 

       (61)           (62) 

   (57)     (58)     (59)     (60) 



國小男生團體組預賽 

(每組取一隊進決賽，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1) (9) 

新北昌平國小 

新北市集美國小 忠義國小 (17) 

(2) (10) 

東門國小紅 

東園國小紅 幸安國小 B (18) 

(3) (11) 

臺北市民生國小 

民權國小紅 東門國小藍 (19) 

(4) (12) 

吉林國小 A 

台北市雨農國小 敦化國小 (20) 



 

 

 

E 組 F 組 

G 組 H 組 

 

(5) (13) 

麗山國小 

新北市興南國小 A 吉林國小 B (21) 

(6) (14) 

錦和國小綠 

義學國小 網溪國小 (22) 

(7) (15) 

光復藍 

錦和國小藍 幸安國小 A (23) 

(8) (16) 

後埔國小 

新北市興南國小 B 民權國小藍 (24) 



國小男生團體決賽 

(五戰三勝，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冠軍 
 

 

 

 

 

 

 

 

(25)  (26)  (27)  (28) 

                      A     H     B    G     C     F     D    E 

 

 

 

 

 

 

 

 

 

 

 

 

 

 

 

 

  

         (32) 

         (31) 

   (29)       (30) 



國小女生團體組預賽 

(每組取一隊進決賽，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1) (9) 

基隆市忠孝國小 

光復紅 吉林國小 (17) 

(2) (10) 

新北市明志國小 

民權國小紅 台北市明湖國小 (18) 

(3) (11) 

劍潭國小 

蘆洲國小 東園國小 (19) 

(4) (12) 

敦化國小 

幸安國小 C 東門國小 (20) 



 

 

 

E 組 F 組 

G 組 H 組 

 

(5) (13) 

龍埔國小藍 

濱江國小紅隊 義學國小 (21) 

(6) (14) 

民權國小藍 

錦和國小紅 忠義國小 (22) 

(7) (15) 

台北市雨農國小 

麗山國小 臺北市民生國小 (23) 

(8) (16) 

龍埔國小紅 

新北昌平國小 輪空 (24) 



國小女生團體決賽 

(五戰三勝，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冠軍 
 

 

 

 

 

 

 

 

(25)  (26)  (27)  (28) 

                      A     H     B    G     C     F     D    E 

 

 

 

 

 

 

 

 

 

 

 

 

 

 

 

 

 

         (32) 

         (31) 

   (2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