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秩序總冊 勘誤資訊 

 少年各組-隊職員名單勘誤，種類如下：

1. 籃球-少年男子組

2. 棒球-少年組

3. 五人制足球-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4. 傳統射箭-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5. 傳統樂舞-少年男女混合組

6. 傳統路跑-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7. 傳統摔角-少年男子組

資訊組 112.03.20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籃球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子組

共 9 縣市，總計 27 位隊職員，總計 108 位運動員
[1] 臺北市
領隊 : 王國華  管理 : 張益銘  教練 : 許澤鑫

5001 王靖玄  5002 余翊軒  5003 呂奕烜  5004 張以樂

5005 許磊  5006 都多加  5007 陳羽棠  5008 陳冠泉

5009 游皓翔  5010 黃昊祥  5011 楊樂恆  5012 謝堯

[2] 新北市
領隊 : 陳玉芳  管理 : 陳煥修  教練 : 鍾育庭

5013 史唐書奕  5014 江博弘  5015 邱杰  5016 金承晏

5017 徐昊謙  5018 高以傑  5019 章儀柔  5020 陳晏碩

5021 陳鉑元  5022 黃晨恩  5023 蔡敬聖  5024 謝奇恩

[3] 新竹縣
領隊 : 劉建民  管理 : 邱國展  教練 : 黃順辰

5025 伯特・麼民  5026 林振凱  5027 紀伍翔聖  5028 張浚恩

5029 張霖  5030 許恩平  5031 陳昊承  5032 陳翊家

5033 湯瀚翔  5034 趙恩哲  5035 賴祈文  5036 戴偲傑

[4] 南投縣
領隊 : 高天龍  教練兼管理 : 蔣鎮中  教練 : 葉明倫

5037 古杰穎  5038 全苡芃  5039 何品錡  5040 李杰安

5041 谷大衛  5042 谷約書亞  5043 周侑霖  5044 林瑞恩

5045 高脩  5046 陳張詮  5047 楊紘  5048 廖元頤

[5] 高雄市
領隊 : 許聖明  管理 : 朱文明  教練 : 林雅萍

5049 孔孟帝  5050 朱李杉  5051 江恩啟  5052 周以祥

5053 林李雍  5054 翁以翔  5055 翁紹恩  5056 鄭軍

5057 盧忻慈  5058 鍾千毅  5059 韓家豪  5060 顏安

[6] 屏東縣
領隊 : 張元鑫  管理 : 古天津  教練 : 楊旭弘

5061 白義誠  5062 伍春賓  5063 周柏允  5064 林奧費倪

5065 苗亦祖  5066 唐靖崴  5067 梁凱捷  5068 許世安

5069 楊丞  5070 賴奕勳  5071 羅牧勍  5072 羅牧融

[7] 臺東縣
領隊 : 蘇揚志  管理 : 林佑城  教練 : 林立人

5073 伍文生  5074 李以謫  5075 李城安  5076 李謙

5077 沈子竣  5078 沈柏羽  5079 林恆亦  5080 邱彥翔

5081 邱賜恩  5082 陳孝忠  5083 劉宸佑  5084 盧子晏



[8] 花蓮縣
領隊 : 林詩偉  管理 : 劉叡翔  教練 : 吳其洲

5085 王士凱  5086 利培暄  5087 杜張成翰  5088 林抒皓

5089 張偉凡  5090 張皓昀  5091 張詠德  5092 許林偉宸

5093 湯嚴煜翔  5094 歐陽陞  5095 鄭典  5096 盧書恩

[9] 宜蘭縣
領隊 : 鄭轅緒  教練兼管理 : 賴林豪  教練 : 游凱弦

5097 呂熒軒  5098 宋凱誠  5099 李家興  5100 卓承宗

5101 林政祥  5102 林閎昱  5103 柯厚恩  5104 高天宇

5105 高以祥  5106 高橙熙  5107 張丞佑  5108 陳諾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棒球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組

共 12 縣市，總計 46 位隊職員，總計 220 位運動員
[1] 基隆市
領隊 : 林良樺  管理 : 張黃龍  教練 : 王國泰

4001 方浩安  4002 王羽安  4003 呂峻祈  4004 呂峻喆

4005 宋凱杰  4006 李宇恩  4007 許家睿  4008 陳柏佑

4009 廖彥鈞  4010 羅廷文

[2] 臺北市
領隊 : 陳毓卿  教練兼管理 : 鄭敬樺  教練 : 賴敏男  教練 : 駱政宇

4011 王 丹  4012 米恩  4013 吳睿恩  4014 周新哲

4015 林品佑  4016 林柏宇  4017 林彭華  4018 邱澤翔

4019 徐子翔  4020 得樂．路普家格  4021 陳俊皓  4022 温王致愷

4023 黃劼恩  4024 黃牧群  4025 黃璿太  4026 葉承豪

4027 賴喬樂  4028 賴誠傑  4029 謝震鋒  4030 簡子勛

[3] 新北市
領隊 : 王健旺  教練兼管理 : 陳冠維  教練 : 林士欽  教練 : 施郡名

4031 王宥勳  4032 余承諺  4033 卓志騰  4034 周子淵

4035 林辰恩  4036 林柏倫  4037 林家弘  4038 林詠翰

4039 洪偉傑  4040 張群  4041 許恩宇  4042 陳吾念

4043 曾志龍  4044 曾益騁  4045 黃承勳  4046 黃宥辰

4047 黃竑鈞  4048 潘奕汎  4049 鄭畢國倫  4050 謝哲昊

[4] 桃園市
領隊 : 丁伯強  教練兼管理 : 周暐峻  教練 : 劉裕安  教練 : 干易哲

4051 李聖恩  4052 林庭毅  4053 林緯宏  4054 胡承恩

4055 胡晉睿  4056 胡諺鈞  4057 馬天恩  4058 張宸宇

4059 莊傑恩  4060 陳于昊  4061 陳冠旭  4062 陳鎧笙

4063 曾宇翔  4064 湖謙  4065 黃彥筑  4066 黃韋庭

4067 蔡元浩  4068 蔡彥緯  4069 蔡祐恩  4070 賴承希

[5] 新竹縣
領隊 : 郭碧玄  教練兼管理 : 林川楓  教練 : 趙軒德  教練 : 蔡育勝

4071 田恒宇  4072 周岳森  4073 林俊熙  4074 林威誠

4075 林建浩  4076 胡千  4077 徐安  4078 張善恩

4079 張擎  4080 陳伊凡  4081 陳杰于  4082 黃亞慶

4083 黃祐宬  4084 楊摯  4085 葛聖恩  4086 趙錫晨

4087 蔣維  4088 鍾承峰  4089 羅子頡  4090 羅浩翰



[6] 臺中市
領隊 : 張廖萬山  教練兼管理 : 松志彬  教練 : 白偉宏

4091 王宇皓  4092 田允祈  4093 全聖平  4094 何韋祈

4095 李威楷  4096 李禮恩  4097 周晏恩  4098 周鑫安

4099 林少源  4100 林樂  4101 孫愷翔  4102 郭宇恩

4103 陳建明  4104 陳澤緯  4105 黃力垣  4106 楊柏勛

4107 蔡佳恩  4108 羅宇彥

[7] 南投縣
領隊 : 陳秀玲  教練兼管理 : 蔡育揚  教練 : 洪珍妮  教練 : 洪瑞祥

4109 王奕飛  4110 田君霖  4111 田朗  4112 田翔睿

4113 石銘安  4114 全永福  4115 谷騰  4116 幸麥但以理

4117 幸鑫  4118 邱聖平  4119 洪安平  4120 高宇東

4121 黃朴辰  4122 黃錫恩  4123 董霆耀  4124 蔡宇恩

4125 蔡晨奕  4126 鄭宇

[8] 臺南市
領隊 : 王念騏  教練兼管理 : 石政霖  管理 : 王子菘  教練 : 葉俊孝

4127 朱勝騏  4128 江誠育  4129 林子清  4130 林亦庭

4131 林育熙  4132 林承澔  4133 林威龍  4134 邵喬豐

4135 胡霆允  4136 高于喆  4137 高于皓  4138 高崧琳

4139 高崧瑋  4140 陳奕騰  4141 陳柏駿  4142 陳絃彬

4143 黃榮翰  4144 顏浩騰

[9] 高雄市
領隊 : 沈佑霖  教練兼管理 : 顏士豪  管理 : 王柏仁  教練 : 林生金

4145 朱以勒  4146 江陳廷浩  4147 李佳樂  4148 李柏恩

4149 杜邱鐳  4150 林諾唯  4151 徐子恩  4152 徐恩

4153 高庭凱  4154 高翰  4155 黃小虎  4156 黃以竹

4157 葉珉睿  4158 劉彥興  4159 賴奕豪  4160 顏誠鎬

[10] 屏東縣
領隊 : 林郁文  教練兼管理 : 顏光輝  教練 : 陳啟民  教練 : 宋自冠

4161 王葦呈  4162 王葦祥  4163 朱紳昊  4164 江研峯

4165 吳世宣  4166 李恩澤  4167 唐 武  4168 徐希丞

4169 張孝臣  4170 許丞樺  4171 許淯翔  4172 陳 詰

4173 陳仕瀚  4174 陳隽熙  4175 陳詠杰  4176 陳駿喆

4177 陳鴻璟  4178 曾子齊  4179 詹玄  4180 賴 韡

[11] 花蓮縣
領隊 : 劉從義  教練兼管理 : 陳智培  教練 : 陳明仁  教練 : 陳信福

4181 吳舒彥  4182 宋辰俞  4183 沈偉凡  4184 林亮宇

4185 林冠麒  4186 邱祖昂  4187 柯彥勛  4188 高聖凱

4189 曹威皓  4190 陳勝翔  4191 陳愷杰  4192 曾祈嘉

4193 黃伯任  4194 黃亞希  4195 黃俊瑋  4196 黃品皓

4197 黃譯皜  4198 鄭旭桁  4199 謝騏駿  4200 羅歐．嘎助



[12] 宜蘭縣
領隊 : 顏天龍  教練兼管理 : 林奕承  教練兼管理 : 林孟生  教練 : 黃郁翔

4201 吳和新  4202 呂 諾 亞  4203 李 泓 毅  4204 宗承諺

4205 林 培 恩  4206 林承宏  4207 林睿宇  4208 張聖祈

4209 莊 海 祥  4210 莊 海 瑞  4211 郭 治 遠  4212 陳 宥 瑞

4213 董 郁 恒  4214 豊諾亞  4215 趙 伯 宇  4216 劉 祐 宸

4217 蔡呈祥  4218 蔡呈毅  4219 簡元玄  4220 簡恩翔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五人制足球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子組

共 7 縣市，總計 23 位隊職員，總計 89 位運動員
[1] 臺北市
領隊 : 張福祥  教練 : 羅志恩  運動防護員 : 李孟諼

5001 方凱宥  5002 江承遠  5003 拉芒 Lamang  5004 姚品淵

5005 徐浩祤  5006 張以樂  5007 温傑昕  5008 馮稟巖．肯將

[2] 桃園市
領隊 : 張志瑋  教練兼管理 : 張綵綠  教練 : 范振浩  物理治療師 : 吳婉鈴

5009 王玉緻  5010 何佳勳  5011 宋誠浩  5012 李承勳

5013 李哲貴  5014 林佑興  5015 馬兆恩  5016 許安

5017 陳宥霖  5018 陳建佑  5019 陳唯桐  5020 萬士鈺

5021 潘偉杰

[3] 南投縣

領隊 : 簡峻庭  
教練兼管理 : 歐陽文
建  教練 : 李晋宇

5022 白祥佑  5023 石孝全  5024 全凱凡  5025 全敬宇

5026 何昱承  5027 吾杜達祜斯  5028 林亮  5029 金睿恩

5030 洪于祐  5031 陳喜恩  5032 黃杜立宇  5033 萬宇勛

[4] 屏東縣
領隊 : 陳智偉  教練 : 郭復明  教練 : 周田誠弘

5034 江昱德  5035 林齊恩  5036 柯承恩  5037 夏貫語

5038 高昇  5039 張鑫皓  5040 郭宇傑  5041 郭祥霖

5042 陳品程  5043 陳榮  5044 楊胤嵥  5045 劉王唯安

5046 撈簇˙杜達利茂  5047 蔡語恩

[5] 臺東縣
領隊 : 胡利明  管理 : 馮宏昌  教練 : 蕭再發  醫療人員 : 郭素伶

5048 王胤捷  5049 王絜瑞  5050 江唐宇翔  5051 李權

5052 高言  5053 高翊程  5054 張承溙  5055 張杰瑞

5056 張品璿  5057 張絨岳  5058 郭家興  5059 蔡子延

5060 豐澤安  5061 鐘文杰

[6] 花蓮縣
領隊 : 陳俊能  管理 : 曾恒杰  教練 : 高志弘

5062 吳順伊  5063 帖木•尤道  5064 林金生  5065 林頎

5066 夏培恩  5067 張宇恩  5068 張鈜鈞  5069 郭冠麟

5070 曾愷安  5071 游翔宇  5072 黃浩綸  5073 劉晉瑋

5074 蔡鎬謙  5075 鄭秦宇



[7] 宜蘭縣
領隊 : 賴尚義  教練兼管理 : 李宗穎  教練 : 劉嘉華

5076 王豪  5077 江睿丞  5078 余諳岳  5079 李子諾

5080 李恩杰  5081 沈睿桓  5082 林以晨  5083 林以睿

5084 陳羿鎧  5085 陳意  5086 曾晨奕  5087 黃以諾

5088 楊宥恩  5089 顏裕甡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五人制足球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女子組

共 5 縣市，總計 16 位隊職員，總計 57 位運動員
[1] 南投縣
領隊 : 陳永輝  教練兼管理 : 張季蘭  教練 : 吳彥平

6001 田璦  6002 申若曦  6003 全芷燕  6004 米韓暄

6005 谷芯恬  6006 谷恩蕍  6007 谷葦恬  6008 谷靚雲

[2] 屏東縣
領隊 : 模俐諾˙卡札妮
嵐  教練兼管理 : 林雅紋  教練 : 鄔米˙魯夫契

6009 尤涔晞  6010 余俞瑩  6011 周樂樂  6012 林芯婭

6013 張宜薰  6014 陳潔  6015 湯偲唯  6016 絲樂•法拉屋樂

6017 馮珍熙  6018 蔡子沂  6019 盧樂晴

[3] 臺東縣
領隊 : 高彩珍  教練兼管理 : 陳淑芬  教練 : 曾靜怡  醫療人員 : 王唯陵

6020 王甯筑  6021 吳知欣  6022 周艾真  6023 林語韶

6024 邱齊玥  6025 馬稚甯  6026 張文瑜  6027 張郁婷

6028 黃品樺  6029 葉婕妤  6030 潘林宣  6031 謝辰淅

6032 羅舒文

[4] 花蓮縣
領隊 : 芙代·谷木·母
那烈  管理 : 林憶慈  教練 : 田強易

6033 毛可寧  6034 王潔芯  6035 田家榕  6036 石邵均

6037 江亞妮  6038 余美琦  6039 吳吳佳軒  6040 杜佳琳

6041 杜盺澐  6042 阿布絲． 達那彼瑪  6043 陳艾瑄  6044 賴嘉郁

[5] 宜蘭縣
領隊 : 李瑞甯  教練兼管理 : 李宗穎  教練 : 劉嘉華

6045 余子昀  6046 李亞蘭  6047 林芯菲  6048 夏芮伊

6049 高在希  6050 郭舒雅  6051 游莘蕊  6052 劉忻

6053 鄭欣慧  6054 盧唯晏  6055 豐亦菲  6056 羅宇瑄

6057 蘇靜希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射箭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子組

共 13 縣市，總計 13 位隊職員，總計 47 位運動員
[1] 臺北市
領隊兼教練 : 林佳賢

5001 朱宥丞  5002 吳瑞喆  5003 周士宬  5004 陳信安

[2] 新北市
領隊兼教練 : 周瑞祥

5005 王尚寰  5006 林翊宸  5007 簡子清  5008 簡以澄

[3] 桃園市
領隊兼教練 : 溫宏勛

5009 吳寶弟  5010 李寶龍  5011 邱宇弘  5012 楊祐安

[4] 新竹縣
領隊兼教練 : 吳俊民

5013 李元永  5014 李傑  5015 陳奕  5016 黃文浩

[5] 苗栗縣
領隊兼教練 : 林哲弘

5017 吳岱諺  5018 范家祐  5019 高恩希  5020 賴凱

[6] 臺中市
領隊兼教練 : 張錦壽

5021 林少棠  5022 陳邦宇  5023 富以諾  5024 黃文安

[7] 彰化縣
領隊兼管理 : 吳惠宥

5025 梁翌恩

[8] 南投縣
領隊兼教練 : 李秋林

5026 古以晨  5027 全于諾  5028 全家韌  5029 曹宏哲

[9] 嘉義縣
領隊兼教練 : 弗尤˙亞
修武

5030 安約珥  5031 安曾煜宸  5032 莊宗祐

[10] 臺南市
領隊兼教練 : 陳政融

5033 趙廷中  5034 劉子誠  5035 簡康卓

[11] 屏東縣
領隊兼教練 : 陳大民

5036 朱丞顥  5037 朱博飛  5038 李睿恩  5039 陳謹寬



[12] 花蓮縣
領隊兼教練 : 劉光照

5040 呂祐竹  5041 高亞恩  5042 陳愷元  5043 張騰

[13] 宜蘭縣
領隊兼教練 : 王為倫

5044 林 樂  5045 鄧皓恩  5046 蕭世恩  5047 薩昊珥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射箭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女子組

共 12 縣市，總計 12 位隊職員，總計 46 位運動員
[1] 臺北市
領隊兼教練 : 林怡萱

6001 文奕潔  6002 林芊妤  6003 高熙媛  6004 謝睿頤

[2] 新北市
領隊兼教練 : 周瑞祥

6005 周弦  6006 宗采妮  6007 張嘉倪  6008 潘蕙螢

[3] 桃園市
領隊兼教練 : 張月霞

6009 林姿佑  6010 黃芷妤  6011 簡芷柔  6012 蘇妤昕

[4] 新竹縣
領隊兼管理 : 葉婉容

6013 高子晴  6014 雲采甯  6015 黃郁琴  6016 楊媛媛

[5] 苗栗縣
領隊兼教練 : 陳冠亦

6017 楊米樂  6018 楊欣儀  6019 賴拉潔  6020 謝詠涵

[6] 臺中市
領隊兼教練 : 林政文

3049 陳恩  6021 高祐昕  6022 陳恩  6023 黃羽恩

6024 楊允若

[7] 南投縣
領隊兼教練 : 古亞文

6025 古以平  6026 田萱  6027 白婷媗  6028 全謝恩

[8] 嘉義縣
領隊兼教練 : 安美娟

6029 李以撒  6030 楊孟蓁

[9] 臺南市
領隊兼教練 : 蔡雅智

6031 吳迎芯  6032 林苡璇  6033 潘采潔

[10] 屏東縣
領隊兼教練 : 李恩賜

6034 呂亦菲  6035 陳佳馨  6036 陳家萱  6037 潘唯僑

[11] 花蓮縣
領隊兼教練 : 曾震仁

6038 林淳翊  6039 高卉唐  6040 高楚涵  6041 陳卉汝



[12] 宜蘭縣
領隊兼教練 : 劉偉慶

6042 江祤妃  6043 高亞薰  6044 游語彤  6045 謝恩朵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樂舞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女混合組

共 6 縣市，總計 24 位隊職員，總計 212 位運動員
[1] 新北市
領隊 : 張以桓  管理 : 鄭名雅  教練 : 廖秦豐  教練 : 莉芙•烏娃兒

3001 丁冠中  3002 古吉娜  3003 李承浩  3004 李知芩

3005 林靈  3006 涂嘉倪  3007 翁晨芮  3008 翁晨恩

3009 高妤甄  3010 高昍  3011 張安娜  3012 張菲比

3013 陳以恩  3014 陳以樂  3015 陳婕忻  3016 陳詩芸

3017 森娜米  3018 陽岑駿  3019 陽岑鑫  3020 葉哲維

3021 董恩羽  3022 潘妍晞  3023 潘柔媗

[2] 臺中市
領隊 : 譚至皙  管理 : 陳文洲  教練 : 謝敏旻  教練 : 孔憲芝

3024 王忻顥  3025 古予樂  3026 古宇恩  3027 石祤彤

3028 吳唯希  3029 吳鴻霆  3030 吳鴻霓  3031 周柏文

3032 周柏竣  3033 林主均  3034 林可芯  3035 林宇晞

3036 林妍蓁  3037 林侑萱  3038 林姗妮  3039 林楷哲

3040 林煥頤  3041 林儀均  3042 林霏  3043 徐恩揎

3044 高沛歆  3045 張允翔  3046 張以寰  3047 張凱萱

3048 張渝浩  3049 陳恩  3050 鄭芩兒  3051 謝熙言

3052 謝熙恩  3053 謝語辰  3054 謝語曦  3055 羅宜婕

3056 羅柏恩

[3] 屏東縣
領隊 : 林竹君  教練兼管理 : 林瑞祥  教練 : 陳宇蓁  教練 : 陳思依

3057 山謹  3058 田芯  3059 石皓壬  3060 石翔丞

3061 朱廷軒  3062 江君昊  3063 邱詰恩  3064 侯苡安

3065 侯苡樂  3066 峇樗琅•都嘛拉啦得  3067 唐華恩  3068 唐誠恩

3069 孫妃  3070 徐曼庭  3071 荏樂曼卡瓦蘭  3072 馬唯臻

3073 馬詩兒  3074 馬魯恪  3075 高約珥  3076 郭羽恆

3077 曾廷祐  3078 曾恩澤  3079 曾桂英  3080 馮言聖

3081 塗璿  3082 葛澐晰  3083 董可畇  3084 潘佳恩

3085 潘曾元  3086 蔡沛宥  3087 鄭沛樂  3088 鄭羿品

3089 賴楚丹  3090 鍾亞倫  3091 鍾芷妮  3092 鍾圓圓



[4] 臺東縣
領隊 : 陳淑雯  教練兼管理 : 顏子矞  管理 : 蘇榮  管理 : 張晉煒

3093 王天琳  3094 王肜皓  3095 王佳虎  3096 王逸帆

3097 王震祈  3098 古摩戈爾  3099 李樂  3100 周品丞

3101 施辰駿  3102 胡羽晨  3103 胡沛昀  3104 胡姿羽

3105 胡英睿  3106 胡浩宇  3107 胡渝杰  3108 胡詠平

3109 胡義峰  3110 張秉宸  3111 張鈺晨  3112 陳伶

3113 陳翊  3114 陳湘媛  3115 瑪倪放  3116 潘棨禾

3117 鄭柏漢  3118 鄭浚佑  3119 蕭芸文  3120 蕭品文

3121 蕭書彧  3122 賴子儀  3123 賴甜芯  3124 謝元赫

3125 謝承峰  3126 謝承恩  3127 謝家宇  3128 鍾楷鈞

3129 鍾筠芸  3130 簡艾唯  3131 顏成訓  3132 顏保恩

[5] 花蓮縣
領隊 : 余展輝  管理 : 韓睿  教練 : 王永誠  教練 : 田姈琋

3133 尤杰恩  3134 尤寶兒  3135 艾妮  3136 艾芯

3137 余承佑  3138 吳俊廷  3139 吳俊宥  3140 呂俊杰

3141 呂俊威  3142 呂紫晴  3143 林天佑  3144 林采潔

3145 林勝謙  3146 林葸蓉  3147 邱少軍  3148 金紘任

3149 施雲翔  3150 柯子晴  3151 柯子群  3152 胡曉川

3153 高子翧  3154 高以恩  3155 高諾亞  3156 張子宸

3157 連皇  3158 郭韓亦  3159 陳子安  3160 陳子諺

3161 陳忻芸  3162 陳歆霏  3163 曾友善  3164 曾友誠

3165 楊羽豪  3166 楊羽潔  3167 潘璇奕  3168 鄧守峰

3169 賴祈恩  3170 謝又祥  3171 鍾兆騏  3172 鍾東逸

[6] 宜蘭縣
領隊 : 吳俊德  管理 : 陳建志  管理 : 卓孟涵  教練 : 沈孟笙

3173 王苡甯  3174 王瑜  3175 瓦旦•尤淦  3176 江皓政

3177 余亞芯  3178 余熙婕  3179 余璐珈  3180 李佳欣

3181 李崇柏  3182 李勝傑  3183 李遇  3184 沈牧箴

3185 沈姸箴  3186 卓思妤  3187 林恩瑞  3188 林歆潔

3189 高子恩  3190 高仲瑩  3191 高星橙  3192 張苡岑

3193 張喆  3194 張葶庭  3195 莊詩妡  3196 莊詩祈

3197 許喬菲  3198 陳奕安  3199 陳奕翰  3200 陳靖庭

3201 陳睿晨  3202 黃妃  3203 黃羽柔  3204 黃姸晞

3205 黃恩晴  3206 葉芷琴  3207 葉政柏  3208 葉祐廷

3209 鄭禹童  3210 賴羽岑  3211 賴羽芯  3212 簡浩恩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路跑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子組

共 7 縣市，總計 13 位隊職員，總計 43 位運動員
[1] 新北市
領隊 : 黃世傑  教練 : 潘沛榆

5001 王品堯  5002 江奕縢  5003 李以樂  5004 李宇成

5005 林宏軒  5006 范聖文

[2] 桃園市
領隊 : 鄭正興  教練兼管理 : 江沂蓁

5007 王冠新  5008 朱恩樂  5009 李羽承  5010 張宥翔

5011 許梁承皓  5012 黃星皓

[3] 新竹縣
領隊 : 徐榮春  教練兼管理 : 李衛民

5013 李亞凡斯  5014 林書宇  5015 高承恩  5016 雲曉樂

5017 黃恩  5018 蔣念佑

[4] 嘉義縣
領隊 : 林宜靜  教練兼管理 : 武易萱

5019 安諾  5020 汪楓逸  5021 高昱昊  5022 張仁樸

5023 陳彥楓  5024 楊浩

[5] 屏東縣
領隊 : 陳宏圖  教練兼管理 : 李鐵雄

5025 朴韓誠  5026 洪裕晨  5027 高晨耀  5028 黃爵

5029 潘雅格  5030 賴宇恩

[6] 花蓮縣
領隊 : 石育心  教練 : 林清和

5031 林羽  5032 林品翰  5033 高俊  5034 陳亞拿

5035 蔡震霆  5036 顏凱翔

[7] 宜蘭縣
領隊兼教練 : 鄭天華

5037 呂熒軒  5038 沈裕勝  5039 林辰軒  5040 楊宥恩

5041 鄭柏霆  5088 楊宥恩  5097 呂熒軒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路跑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女子組

共 8 縣市，總計 14 位隊職員，總計 40 位運動員
[1] 臺北市
領隊兼教練 : 張光宗

6001 陳羽棠

[2] 新北市
領隊 : 吳芳欣  教練 : 洪佳穗

6002 史艾薰  6003 林妙驊  6004 張芷若  6005 潘芊予

6006 蕭于晴  6007 謝呈羚

[3] 桃園市
領隊 : 彭俊華  教練兼管理 : 曾之輝

6008 王妤婕  6009 王閔臻  6010 王董妤歆  6011 余燕葶

6012 林若薇  6013 曾紫綾

[4] 新竹縣
領隊 : 田慧卿  教練 : 賽尹頂定

6014 江可青  6015 施夢樂  6016 徐善羽  6017 戴艾葳

6018 羅凱綺  6019 羅煒甯

[5] 嘉義縣
領隊兼教練 : 林宜靜

6020 石郁微  6021 汪晨熙  6022 高紫玲  6023 陳憫恩

6024 楊語婕

[6] 高雄市
領隊 : 陸富田  教練 : 施國強

6025 呂恩璽  6026 周嫙  6027 陸璿  6028 蘇姍玥

[7] 屏東縣
領隊 : 謝岳勳  教練兼管理 : 曾明禮

6029 尤曼妮  6030 張芯  6031 陳晞  6032 葉朵兒

6033 謝心婕  6034 謝心喬

[8] 花蓮縣
領隊 : 朱柏豪  教練 : 鍾力行

6035 余郁萱  6036 李厚靜  6037 莊許伊萱  6038 陳恩怡

6039 楊玲瑄  6040 蔡知芸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摔角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少年男子組

共 4 縣市，總計 8 位隊職員，總計 29 位運動員
[1] 苗栗縣
領隊 : 卓美花  教練兼管理 : 施玉霜

3001 瓦旦˙卡瓦斯  3002 田子佑  3003 高家佑  3004 高恩哲

3005 賴岳麟  3006 鍾啓佑

[2] 高雄市
領隊 : 吳昇翰  教練 : 武嘉蕙

3007 朱嘉誠  3008 吳承諺  3009 林玉龍  3010 范君楷

3011 許邵宏  3012 謝韋家  3013 羅丞瑋

[3] 屏東縣
領隊 : 戴達元  教練兼管理 : 林俐雯

3014 白奕飛  3015 徐天佑  3016 莊邱秦桓  3017 莊庭睿

3018 許祐嘉  3019 陳昊  3020 麥樂  3021 蕭東丞

[4] 宜蘭縣
領隊 : 陳季寧  教練 : 陳韻鼎

3022 丁立威  3023 朱育霆  3024 江皓政  3025 李哲翰

3026 卓承宗  3027 林政祥  3028 胡一帆  3029 高伯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