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各梯隊選拔賽 

公 告 
NOTICE TO PLAYERS 

選拔名單 
 

汪天茵 詹可米 王詠蓁 葉家儒 曾芷盈 黃翎瑄 吳雙 

王梓卿 胡雅芯 洪芸萱 楊綵誼 張鳳庭 王靖衣 沈芸安 

陳詩萱 莊蓁妮 黃翎芳 唐爾岑 洪子耘 賴汪承璇 陳里律 

陳佩琳 陳典芸 徐孋慧     

許柏丞 蔡睿恒 羅政元 徐兆維 陳宣佾 張丞碩 蔡勁暘 

黃至晨 謝睿哲 楊孝哲 張哲綸 施友翔 鄧陳錡 林明遠 

林楷傑 林上予 王宥鈞 廖庭毅 葉榮洋 施榮緯 游玄安 

許翔智 詹翊正 蔡岳廷     

 

(1) WAGR 排名前 300 名 

呂孫儀 林銓泰       

盧昕妤 林子涵 黃亭瑄 陳靜慈 廖信淳 許淮茜 俞涵軒 洪若華 

 
(2) 當年度春、夏、秋男女總排前三名 

林士軒 郭時雨 廖崇漢 陳薇安 張婷諭    

吳易軒 李睿紳 陳佑宇 盧芊卉 蔡宜儒 吳侑倪   

李睿紳 張簡克諺 張軒愷 林品杉 盧芊卉 謝秉樺   

 
(3) 2019-2022 派遣出國國際隊際錦標賽代表選手 

2019 澳洲業餘名人賽 林銓泰      

2019 泰后盃 
邱譓芠(黃

宥綾) 
     

2019 匯豐青少年 陳亮宇 陳瑋利 吳純葳    

2019 台日韓 謝霆葳 蘇晉弘 黃亭瑄 吳純葳   

2019 台灣業餘 洪昭鑫 吳純葳     

30 屆新加坡女子公開 
邱譓芠(黃

宥綾) 
黃亭瑄 吳純葳    

117 屆馬來西亞業餘公開 吳睿東 盧芸屏 陳葶伃    

2019 IMG 15-18 陳瑋利 陳霆宇     

2019 亞太青少年 廖崇漢 黃亭瑄 陳瑋利    

2019 亞洲青少年隊際 廖崇漢 陳瑋利 盧芸屏 鄭昕然 陳文芸  

2019 世界青少女子 吳純葳 廖信淳     

12 屆辛哈青少年 陳季群 蘇晉弘 劉可艾 盧芊卉   

2019 精神盃 
邱譓芠(黃

宥綾) 
     

2020 澳洲業餘名人賽 洪昭鑫 吳純葳 黃亭瑄    

2021 IMG15-18 陳亮宇 鄭仕均 許淮茜 吳純葳   

2021 精神盃 賴昱禓 吳易軒 張怡涵 宋有娟   

2022 泰后盃 黃亭瑄 廖信淳 吳純葳    

2022 IMG 15-18 林士軒 陳亮宇 陳薇安 吳純葳   

2022 世界盃 洪昭鑫 呂孫儀 蘇晉弘 黃亭瑄 廖信淳 許淮茜 

2022 野村盃 蘇晉弘 洪昭鑫 呂孫儀    



2022 世界青少女子 黃亭瑄 廖信淳 陳宥竹    

13 屆辛哈青少年 羅友成 陳又勁 林品杉 蔡宜儒   

 
(4) 本會 2021 國家、潛力及青年培訓隊之培訓選手 

呂孫儀 陳季群 蘇晉弘 林宸駒 許凱俊 劉永華   

吳純葳 廖信淳 許淮茜 林冠妤 陳伶潔 林怡潓   

陳亮宇 林士軒 洪昭鑫 謝霆葳 許育誠 廖崇漢 陳瑋利 葉佳胤 

郭瑜恬 張婷諭 盧芊卉 陳俋儒 楊棋文 盧芸屏 陳文芸 吳亭宜 

羅友成 黃凱駿 林育宏 王羽詮 胡宇棠 許柏丞 商凱程 林居佑 

陳薇安 黃品菲 陳宥竹 蔡宜儒 陳品睎 陳襄 王采琦  

 
(5) 本會 2022 國家、潛力及青年培訓隊之培訓選手 

蘇晉弘 洪昭鑫 呂孫儀 吳丞軒 吳易軒 賴昱禓   

黃亭瑄 廖信淳 許淮茜 吳純葳 陳宥竹 陳品睎   

李睿紳 葉佳胤 張簡克諺 陳季群 林士軒 陳湋澔   

郭瑜恬 陳俋儒 蔡宜儒 張婷諭 謝秉樺 李佳璇   

羅友成 林居佑 高隆睿 陳又勁 吳承恩 張睿洋   

陳襄 林品杉 劉宜蓁 林潔恩 詹培薇 曹恩婕   

 
(6) 選訓委員會推薦員額 

洪阡瑋(110

全國中等學

校女子冠

軍) 

謝承洧(110

年全國中等

學校男子冠

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