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姓名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勝場 備註

1 三民高中 倪佳佳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2 三民高中 陳聖凱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3 士林高商 李唯正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4 士林高商 林家仲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5 士林高商 彭瀞儀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一名 3 已升段

6 大理高中 劉沅蓉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7 大理高中 鐘思晴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3 已升段

8 中央警大 朱冠綸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4

9 中央警大 朱祐良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5

10 中央警大 江禮安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1 中央警大 吳宗翰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4

中央警大 吳宗翰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二名 +3

12 中央警大 吳旻學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二名 +3

13 中央警大 李伯威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3

14 中央警大 李佳宇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5 中央警大 黃亭瑋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女子乙組 第一名 +3

16 中央警大 黃莉淇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三名 +4

17 中央警大 楊靜宜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3

中央警大 楊靜宜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女子乙組 第一名 +3

18 中央警大 葉冠佑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19 中央警大 廖盈秀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女子乙組 第一名 +3

20 中央警大 潘意婷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三名 +3

21 中央警大 蔡立仁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4 2次前3名累勝達6勝

22 中央警大 謝睿璿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23 中正高中 李義翔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中正高中 李義翔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3

24 中華醫大 李昕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4 2次前3名累勝達6勝

25 元智大學 傑賈斯汀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二名 +3

26 文山高中 林俊堯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6

27 文山高中 施瑋豪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已升段

28 文山高中 張玉欣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29 文山高中 許芮琹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一名 3

30 文化大學 鄒禮全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31 北市大同 王河鈞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32 北市大同 林昱萱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33 北市大同 柯吟妮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34 北市大同 廖宇蓉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35 北市大同 廖冠宇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4

36 北市復興 王弘愷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37 北市復興 阮品閎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審查「105學年度(105下半年、106上半年)」符合晉升初段人員名冊

2次前3名累勝達7勝

2次前3名累勝達6勝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已升段



單位 姓名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勝場 備註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審查「105學年度(105下半年、106上半年)」符合晉升初段人員名冊

38 北市復興 林憲平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3 已升段

39 台東體中 立柏威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40 台東體中 伍校樟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41 台東體中 吳正龍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42 台東體中 林富安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43 台東體中 袁姵君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台東體中 袁姵君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5

44 台東體中 許文諺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45 台東體中 許琳宣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5

台東體中 許琳宣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甲組 第一名 3

台東體中 許琳宣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46 台東體中 黃欣儀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47 台東體中 楊宇潔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48 后綜高中 張家瑞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4

49 后綜高中 張惠慈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3

后綜高中 張惠慈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50 后綜高中 張顥喆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6

51 后綜高中 陸弈廷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三名 3

52 后綜高中 劉至軒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53 后綜高中 蔡志威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54 安平道館 方信硯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3

55 竹圍高中 張啟峰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已升段

56 竹圍高中 楊立媺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57 竹圍高中 蔡昕宏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58 竹圍高中 謝瑞宸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59 和美實校 王德恩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和美實校 王德恩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60 和美實校 林承濰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61 和美實校 林治宏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4

62 和美實校 張芫榕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4

63 明德高中 朱晉良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64 明德高中 陳明祐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65 明德高中 陳嘉淳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66 明德高中 劉傳國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67 明德高中 蔡其勳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68 明德高中 鄭祐昇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7 已升段

69 東海大學 紀彥安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二名 +3

70 枋寮高中 劉俐伶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3

枋寮高中 劉俐伶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71 南投高中 林整謙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3次前3名累勝達12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7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2次前3名累勝達7勝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已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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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南投高中 蔡議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73 南亞學院 陳偉豪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3

74 南榮科大 陳相宏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3 已升段

75 屏東大學 蕭詠之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二名 +4

76 屏東科大 王脩文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3

77 苑裡高中 王俊智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78 苑裡高中 邱慶家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79 苑裡高中 張婷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4

苑裡高中 張婷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三名 3

80 苑裡高中 韓學成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81 海青工商 李立仁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82 海青工商 鄭博淵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83 國立體大 廖佑銘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男生組 第二名 +3

84 崇右學院 黃妤婷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4

85 逢甲大學 李家宜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三名 +5

86 逢甲大學 黑沼祐介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5

87 陸軍官校 陳彥彰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88 陸軍專校 謝佳陵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4

89 復興高中 黃美蓉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90 景文科大 洪國晉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景文科大 洪國晉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4

91 勤益科大 許皓鈞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92 新民高中 王政閔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93 新民高中 王嘉誠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94 新民高中 洪巧俞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95 新民高中 徐建安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96 新民高中 莊于萱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97 新民高中 曾宥彬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98 新民高中 曾裕品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已升段

99 新民高中 曾臻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二名 4

100 新民高中 楊爵弟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101 新民高中 楊爵弟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4

102 新民高中 廖人傑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103 新民高中 劉伯溫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104 新民高中 謝依珊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已升段

105 新民高中 魏佩文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3

新民高中 魏珮文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3

106 新名高中 余茗富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07 溪崑國中 吳彥廷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108 溪崑國中 黃子齡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7勝

2次前3名累勝達9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6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7勝

已升段



單位 姓名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勝場 備註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審查「105學年度(105下半年、106上半年)」符合晉升初段人員名冊

109 嘉市柔協 張卲銘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110 嘉義大學 傅學椿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5

111 壽山高中 王淳甄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二名 +3

112 壽山高中 王龍騰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壽山高中 王龍騰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113 壽山高中 李卉芯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114 壽山高中 林永晉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壽山高中 林永晉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115 壽山高中 姚來興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5

壽山高中 姚來興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116 壽山高中 張政皓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117 壽山高中 張勝傑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118 壽山高中 莫惠茹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乙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119 壽山高中 萬  軍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3

120 壽山高中 廖敏帆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121 壽山高中 鄭睿靖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二名 +5 已升段

122 壽山高中 鍾家喬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4

123 福誠高中 吳沛樵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4 已升段

124 福誠高中 黃柏宗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125 臺東大學 林秋懷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女生組 第二名 +3

126 臺東體中 劉皇佐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27 臺東體中 鄭名凱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128 臺灣大學 覃志光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7 已升段

129 臺灣大學 蔡玉芳明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5 已升段

130 臺灣師大 李好性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二名 +4

131 臺灣師大 林思彤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4

132
臺灣觀光

學院
梁長平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5

臺灣觀光

學院
梁長平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3

133 輔仁大學 何文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3

134 輔仁大學 林昕澤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3

136 銘傳大學 簡茂家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5

137 樹人醫專 鄭以汾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4

138 樹人醫專 蘇泯妃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三名 +3

139 樹德家商 洪淳涵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三名 3 已升段

140 錦和高中 尤羿婷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4 已升段

141 錦和高中 彭子恩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已升段

142 錦和高中 蔣振軒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6 已升段

143 錦和高中 羅緯喆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4

錦和高中 羅緯喆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144 蘇澳海事 林子堯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11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9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單位 姓名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勝場 備註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審查「105學年度(105下半年、106上半年)」符合晉升初段人員名冊

145 蘇澳海事 張家駿 105年全國中正盃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蘇澳海事 張家駿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5

146 蘇澳海事 陳岳鴻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47 警大幼幼 康凱浚 105年全國中正盃 社會男子乙組 第一名 +4 已升段

148 警察專校 李冠龍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5

警察專校 李冠龍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三名 +3

149 警察專校 楊立微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3

150 警察專校 劉怡孜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一名 +4

151 警察專校 樊選豪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3

152 警察專校 潘雅丞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三名 +4

153 警察專校 蘇娣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3

11 中央警大 艾睿可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1 中央警大 劉炯廷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二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4 中央警大 薛宇庭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6 元智大學 劉哲均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二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7 元智大學 鄧顯鋒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三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5 元智大學 林佳澄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生組 第二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135 輔仁大學 邱士揚 106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生組 第一名 +2 更正:不符合資格

21 中央警大 蔡立仁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 第一名 +2 更正:成績不計入/仍符合升段

24 中華醫大 李昕 105年全國中正盃 大專女子乙組 第一名 +2 更正:成績不計入/仍符合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10勝

已升段

2次前3名累勝達8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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