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年全國中正杯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5日-11月 19日台南新營體育館) 

【團體組】 
       名次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特別組 
台南市柔道 

進步協會 

新營區體育會 

柔道委員會 
臨福柔道館 

板橋區體育會 

柔道委員會 

社會男子甲組 文化大學 台灣體大 國立體大(A) 國立體大(B) 

社會女子甲組 台灣體大 北市大 國立體大 文化大學 

社會男子乙組 台東體中 福誠高中 屏東大同 北市復興 

社會女子乙組 文山高中 曾文家商 稻江護家 憲兵訓練中心 

大專男子甲組 景文科大 南亞學院 臺灣警專 警察大學 

大專女子甲組     

大專男子乙組 臺灣警專 警察大學(B) 警察大學(C) 德明科大 

大專女子乙組 警察大學(A) 警察大學(B) 長庚科大 臺灣警專 

高中男子組 錦和高中(新北市) 壽山高中(桃園市) 明德高中(新北市) 新民高中(台中市) 

高中女子組 台東體中(台東市) 文山高中(高雄市) 福誠高中(高雄市) 竹圍高中(新北市) 

國中男子組 台東體中(台東市) 福興武術(苗栗縣) 北市大同(台北市) 竹圍高中(新北市) 

國中女子組 台東體中(台東市) 會稽國中(桃園市) 明德高中(新北市) 草屯國中(南投縣) 

國小男生組 介壽國小(新北市) 內埔國小(台中市) 后里國小(台中市) 卑南國小(台東縣) 

國小女生組 后里國小(台中市) 大同國小(桃園市) 內埔國小(台中市) 鄧公國小(新北市)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社會個人甲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社

會

男

子

甲

組 

第一級 陳德祐(新民高中) 葉坤霖(臺東大學) 松祚均(文化大學) 陳伯嘉(臺灣體大) 

第二級 詹皓程(國立體大) 崔智雄(國立體大) 黃柏鈞(國立體大) 連峻德(文化大學) 

第三級 江松鴻(國立體大) 楊凱翔(北市大) 林聖閔(崇右學院) 王凱諺(國立體大) 

第四級 曾文(臺東大學) 全聖泉(文化大學) 莊旻哲(臺灣體大) 連英傑(警察大學) 

第五級 金演憲(國立體大) 陳楓舜(臺東大學) 高紹銘(嘉義大學) 洪榮彬(北市復興) 

第六級 盧冠誌(文化大學) 鄭文棋(臺灣體大) 吳宗育(國立體大) 蔡宗旻(臺灣體大) 

第七級 陳聖閔(文化大學) 呂昀皓(臺灣體大) 洪成烽(南亞學院) 黃名祥(中市柔協)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社

會

女

子

甲

組 

第一級 林真豪(臺灣體大) 魏珮文(新民高中) 洪巧俞(新民高中) 陳嘉彣(臺灣體大) 

第二級 王慧婷(北市大) 鄒佳雯(國立體大) 曾鈺茹(國立體大) 莊琇茹(臺東大學) 

第三級 吳永慈(北市大) 洪千雅(北市大) 李佳怡(國立體大) 許育瑄(嘉華中學) 

第四級 朱俊潔(北市大) 趙羿禎(國立體大) 劉佳伶(國立體大) 曾育琦(文化大學) 

第五級 張思慈(臺東大學) 劉佳欣(臺灣體大) 張羽萱(北市大) 李湘婷(文化大學) 

第六級 許雯琳(臺東大學) 高嘉璟(國立體大) 林姿婷(臺東大學)  

第七級 張慧真(臺灣體大) 楊雅鈞(國立體大) 許湘鈴(臺灣體大)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社會個人乙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社

會

男

子

乙

組 

第一級 林俊堯(文山高中) 鄭睿靖(壽山高中) 吳沛樵(福誠高中) 鄒禮全(文化大學) 

第二級 鄭名凱(臺東體中) 王弘愷(北市復興) 張勝傑(壽山高中) 王嘉誠(新民高中) 

第三級 林承濰(和美實校) 張政皓(壽山高中) 劉皇佐(臺東體中) 林永晉(壽山高中) 

第四級 黃柏宗(福誠高中) 萬  軍(壽山高中) 王德恩(和美實校) 張卲銘(嘉市柔協) 

第五級 林憲平(北市復興) 陳  祈(枋寮高中) 李鑑軒(新民高中) 鄭光宏(臨福道館) 

第六級 康凱浚(警大幼幼) 阮品閎(北市復興) 黃奕晨(嘉華中學) 羅銘文(南澳高中) 

第七級 葉硯翔(海青工商) 廖金祥(斗六高中) 謝泓儒(海青工商) 陳璿亦(臺東體中)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社

會

女

子

乙

組 

第一級 謝依珊(新民高中) 王芷微(壽山高中) 王莉雯(海青工商) 黃俞蓁(南投高中) 

第二級 張素華(苑裡高中) 吳嘉芳(福誠高中) 許雨茹(樹德家商) 黃美蓉(北市復興) 

第三級 邱詩寒(福誠高中) 莫惠茹(壽山高中) 鄭宥淳(中正高工) 妮卡勒．麥尚(卑南國中) 

第四級 柯吟妮(北市大同) 陳宣羽(嘉華中學) 許瓏心(中正高工) 周偉慈(蘇澳海事) 

第五級 蔡姵萱(北市大同) 郭庭芸(卑南國中) 姜佳儀(壽山高中)  

第六級 林芷君(北市復興) 張霱文(北市大同) 林怡萱(曾文家商)  

第七級 黃品柔(壽山高中) 黃佩瑜(枋寮高中) 趙千旻(福誠高中) 林佳澄(元智大學)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大專個人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大

專

男

子

甲

組 

第一級 陳柏豪(景文科大) 古皓文(大葉大學) 松祚均(文化大學) 陳伯嘉(臺灣體大) 

第二級 戴立寧(陸軍官校) 黃建庭(臺灣警專) 葉浚彥(中州科大) 蔡政錡(景文科大) 

第三級 林聖閔(崇右學院) 潘舜農(警察大學) 顏功偉(佛光大學) 張聖享(臺灣警專) 

第四級 蔡騏鴻(景文科大) 楊凱惟(崇右學院) 朱國禎(臺灣警專)  

第五級 陳  詣(臺灣警專) 傅耀煊(陸軍官校) 林哲緯(臺灣警專) 邱祥瑋(警察大學) 

第六級 黃泓曄(崇右學院) 黃啟誠(大葉大學) 陳憲毅(景文科大)  

第七級 洪成烽(南亞學院) 陳子傑(東華大學)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大

專

女

子

甲

組 

第一級 汪家勵(警察大學) 陳怡君(嘉南藥大)   

第二級     

第三級 張筱晨(景文科大) 施佳妏(警察大學) 田曼君(成功大學)  

第四級     

第五級 陳于書(警察大學) 陳昱君(臺灣警專)   

第六級     

第七級 歐晏屏(中州科大) 林又恩(景文科大)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大專個人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大

專

男

子

乙

組 

第一級 葉冠佑(警察大學) 陳彥彰(陸軍官校) 江禮安(警察大學) 王一宸(陸軍官校) 

第二級 梁長平(觀光學院) 吳旻學(警察大學) 洪國晉(景文科大) 陳治評(警察大學) 

第三級 簡茂家(銘傳大學) 謝睿璿(警察大學) 李佳宇(警察大學) 李冠龍(臺灣警專) 

第四級 蔡立仁(警察大學) 吳順桐(警察大學) 周  頡(大葉大學) 吳昭陽(警察大學) 

第五級 李伯威(警察大學) 吳宗翰(警察大學) 簡家祥(臺灣警專) 邱昀標(警察大學) 

第六級 陳相宏(南榮科大) 艾睿可(警察大學) 康承瑋(嘉義大學) 江承信(警察大學) 

第七級 蘇琮勛(大葉大學)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大

專

女

子

乙

組 

第一級 翁瑩真(警察大學) 許斐淳(警察大學) 陳聖霞(長庚科大) 王宜津(德明科大) 

第二級 黃亭瑋(警察大學) 楊語涵(警察大學) 張韶恩(臺灣警專) 陳怡婷(警察大學) 

第三級 廖盈琇(警察大學) 廖婕妤(警察大學) 柯宜伶(成功大學) 黃妤婷(崇右學院) 

第四級 李  昕(中華醫大) 丁稜恩(臺灣警專) 李佳怜(長庚科大) 潘意婷(警察大學) 

第五級 龔祖玉(警察大學) 劉怡孜(臺灣警專) 楊立微(臺灣警專) 黃莉淇(警察大學) 

第六級 楊靜宜(警察大學) 邱曉瑄(臺灣警專) 江絲婕(德明科大) 陳政玟(德明科大) 

第七級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高中個人組〕成績總表 

男子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鄭祐昇(明德) 楊爵弟(新民) 郭春霖(竹圍) 曾新閔(士商) 車仁恩(東體) 羅 安(北大同) 

第二級 曾裕品(新民) 林富安(東體) 侯徐元(東體) 鄭彥銘(明德) 邱慶家(苑裡) 余豊安(大理) 

第三級 施瑋豪(文山) 陳明祐(明德) 王永瀚(文山) 郭嘉豪(三民) 鄭名凱(東體) 林煜棠(東體) 

第四級 張啟峰(竹圍) 劉傳國(明德) 李羿旻(三民) 夏致勛(新民) 徐國峰(東體) 趙日廷(錦和) 

第五級 張家駿(蘇澳) 廖冠宇(北大同) 李知穎(明德) 林  威(錦和) 王識惇(明德) 高瀚翔(枋寮) 

第六級 王龍騰(壽山) 羅緯喆(錦和) 林治宏(和美) 陳英倫(后綜) 潘旻煌(海青) 陳健宏(竹圍) 

第七級 李義翔(中正) 陳嘉淳(明德) 楊凱翔(東體) 尤韋傑(屏大同) 伍校樟(東體) 劉志賢(后綜) 

第八級 王政閔(新民) 王河鈞(北大同) 李偉麟(后綜) 廖冠欽(錦和) 蔡志威(后綜) 陳璿亦(東體) 

女子 

第一級 
林昱萱(北大同) 洪巧俞(新民) 卓采綺(大理) 林映辰(北大同) 吳馨平(壽山) 李旻馠(福誠) 

第二級 張  婷(苑裡) 魏珮文(新民) 李卉芯(壽山) 林婷萱(文山) 陳奕儕(新民) 楊雅婷(屏大同) 

第三級 許琳宣(東體) 莊于萱(新民) 林佳儀(士商) 張采雯(大理) 鍾家蕎(壽山) 洪曉彤(枋寮) 

第四級 楊宇潔(東體) 尤羿婷(錦和) 曾凱琳(新民) 陳馥桂(三民) 溫芸華(福誠) 陳奇妮(文山) 

第五級 廖宇蓉(北大同) 袁姵君(東體) 顏妤珊(文山) 白欣平(竹圍) 陳麗鈞(錦和) 許  馨(三民) 

第六級 劉俐伶(枋寮) 吳凡瑜(竹圍) 許王淑卉(北大同) 蔣侑珊(大理) 曾芷柔(大理) 彭瀞儀(士商) 

第七級 張惠慈(后綜) 王姿晴(東體) 楊立媺(竹圍) 張霱文(北大同) 曾姿綺(竹圍) 蔡宜蓁(明德) 

第八級 劉沅蓉(大理) 倪佳佳(三民) 鐘思晴(大理) 林昱靜(世界) 李姿誼(三民) 莊雅婷(大理)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國中個人組〕成績總表 

男子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許民煒(楊梅) 徐昊(南澳) 萬念祖(溪崑) 江英滐(楊梅) 謝秉翰(太子) 徐千翔(后里) 

第二級 吳貴中(楊梅) 伍奕勳(卑南) 簡新祐(草屯) 鄭水儒(江翠) 黃俊明(民德) 楊朋祥(后里) 

第三級 林崇佑(東體) 張景勛(后里) 黃治凱(東體) 全仲坤(草屯) 農真(民德) 尤翊銘(江翠) 

第四級 許竣凱(竹圍) 田祐綸(二崙) 鍾景竹(尖石) 林彥呈(東體) 羅蔣軍(尖石) 徐邦鼎(明德) 

第五級 林立洋(草屯) 谷寞涵(草屯) 羅慶安(三民) 巴凱俊(東體) 郭祐呈(光明) 劉嘉銘(會稽) 

第六級 潘思翰(正德) 蘇聖翔(后里) 王家鋒(后里) 范錚(尖石) 陳鉦霖(二崙) 周駿彬(太子) 

第七級 羅威(正德) 蘇宥生(雙十) 楊濟華(五甲) 高亞昇(草屯) 張家緒(福興) 張登煌(南崗) 

第八級 戴迦勒(東體) 楊振琨(正德) 黃丞家(會稽) 許博皓(土城) 陳正崴(羅東) 陳右恩(北大同) 

第九級 吳念祖(觀音) 張翔宇(草屯) 羅智億(福興) 顏志軒(翠屏) 劉哲維(豐原) 謝孟勳(南投) 

第十級 林聖凱(東體) 陳琦松(竹圍) 張簡子平(翠屏) 周宏達(太子) 陳毓崴(民權) 杜祥綜(八里) 

女子 

第一級 
張詩婷(尖石) 黃詩雅(太子) 廖佩穎(后里) 鍾霓(枋寮) 何琇君(正德) 陳韋如(會稽) 

第二級 巫秀怡(會稽) 林宥均(安溪) 許彙莛(民德) 賴怡如(致民) 李雨馨(后里) 池玲鳳(楊梅) 

第三級 歐祐彤(太子) 林秀靜(后里) 陳申景(致民) 温婉柔(明德) 林婷妤(中庄) 黃子譯(溪崑) 

第四級 溫韶玟(東體) 洪佳蓉(民德) 蔡宜靜(會稽) 梁玉嬿(后里) 黃子齡(溪崑) 劉湘妤(后里) 

第五級 張涴貽(楊梅) 賴若婷(東體) 林曉珺(東體) 朱歆愉(后里) 張昱菱(竹圍) 林葳婷(中庄) 

第六級 葉晨華(東體) 柏懷萱(竹圍) 李心純(后里) 吳詩涵(豐原) 葉青樺(溪崑) 羅心妤(明德) 

第七級 全唐鈺晏(草屯) 賴韋如(后里) 溫韙紃(東體) 蔡欣樺(二崙) 蔡筱芸(明德) 葉璥慧(正德) 

第八級 韓妤玟(致民) 劉宇璇(后綜) 余欣苡(楊梅) 吳心柔(關渡) 田嘉卉(草屯) 金雅萱(草屯) 

第九級 許舒晴(正德) 黃資琁(關渡) 涂芫綺(后綜) 甘孝恩(牡丹) 邱辰姿(正德) 陳瀅瀅(中山)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國小個人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國

小

男

生 

A 

組 

第一級 黃立帆(太平國小) 高  昇(卑南國小) 鍾喬(武潭國小) 邱子榕(知本國小) 

第二級 林育丞(介壽國小) 李弘毅(內埔國小) 方廷瑋(新興國小) 洪鈺傑(后里國小) 

第三級 劉山田(內埔國小) 陳睿杰(卑南國小) 李劼宸(卑南國小) 潘建璋(卑南國小) 

第四級 孫立威(太平國小) 許佑熏(大同國小) 蔡承諭(江翠國小) 朱翊豪(江翠國小) 

第五級 陳彥豪(江翠國小) 呂  維(武潭國小) 林一傑(內埔國小) 張政偉(知本國小) 

第六級 魏世鑫(新興國小) 林敬翔(知本國小) 簡祐豪(內埔國小) 王元佑(介壽國小) 

第七級 阮詣軒(后里國小) 王柏翰(鄧公國小) 張德楷(大同國小) 郭嘉君(武潭國小) 

第八級 林柏安(知本國小) 張楷勳(后里國小) 賴鴻笙(賓朗國小) 劉譯勛(知本國小)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國

小

女

生 

A 

組 

第一級 胡宇君(花蓮忠孝) 傅意婷(花蓮明義) 周烜潏(信義國小) 洪欣慈(海豐國小) 

第二級 蔡旻晏(江翠國小) 陳俞如(介壽國小) 李喬紜(鄧公國小) 蘇  庭(海豐國小) 

第三級 吳采霓(大同國小) 王羿喬(大南國小) 林羽芊(發祥國小) 賴雯盈(介壽國小) 

第四級 鄭宜鳳(逸仙國小) 沈奕熙(枋寮國小) 黃珮宸(后里國小) 柯佳吟(忠義國小) 

第五級 陳姿琍(竹圍國小) 劉于綺(忠義國小) 王  甯(大同國小) 鍾  琪(太平國小) 

第六級 劉赫媛(太平國小) 黃慧慈(大同國小) 楊欣梅(內埔國小) 余懿芳(后里國小) 

第七級 吳佳盈(中庄國小) 卓越(忠義國小) 賴于喬(梅園國小) 黃思瑜(后里國小) 

第八級 張又文(新興國小) 王桀曦(大南國小) 謝書念(武潭國小) 何詠欣(忠義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5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國小個人組〕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國

小

男

生 

B 

組 

第一級 吳佳恩(新興國小) 李慎哲(江翠國小) 楊浩恩(武潭平和) 彭柏鈞(武潭平和) 

第二級 李旻翰(卑南國小) 李崇愷(江翠國小) 謝承弘(卑南國小) 劉逸杰(武潭平和) 

第三級 李若維(大南國小) 許程彥(卑南國小) 張耀擎(中正國小) 柯家丞(內埔國小) 

第四級 陳畀棋(篤行國小) 賴侑葳(內埔國小) 陳志忠(地磨兒國小) 鄭霖澤(內埔國小) 

第五級 張家維(內埔國小) 江璨安(土城國小) 江冠霆(紅葉國小) 周暐哲(內埔國小) 

第六級 李易遑(江翠國小) 潘聖恩(大南國小) 杜  飛(中庄國小) 林頎森(鄧公國小) 

第七級 姚偉恩(興華國小) 陳冠翰(錦和國小) 楊承憲(新興國小) 陳昭郡(新和國小) 

第八級 陳皓(地磨兒國小) 程鈺翔(中山國小) 楊禮弘(中庄國小)  

第九級 謝祐任(內埔國小) 林佑和(內埔國小)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國

小

女

生 

B 

組 

第一級 杜瑀恩(武潭國小) 劉歆蕾(武潭國小) 陳若婭(篤行國小) 楊子靖(新興國小) 

第二級 林宇涵(太平國小) 徐子晴(新興國小) 楊秀英(知本國小) 張芷婷(發祥國小) 

第三級 楊子韻(新興國小) 江幸珊(秀巒國小) 黃歆晏(新興國小) 麥瑞欣(大南國小) 

第四級 林珊瑩(太平國小) 古  蓁(卑南國小) 羅子寒(秀巒國小) 籠歆(武潭國小) 

第五級 郭紋綺(卑南國小) 蘇瑀涵(開元國小) 蔡菱真(開元國小) 楊博雅(知本國小) 

第六級 鍾沁妤(茄萣國小) 黃品瑄(江翠國小) 歐芷寧(大業國小)  

第七級 鄭妤萱(梅園國小) 林佩萱(海豐國小) 林佳俞(茄萣國小) 馮芯甯(地磨兒國小) 

第八級 胡慧恩(卑南國小) 楊于靚(開元國小)   

第九級 羅敏琪(后里國小) 張櫻之(永清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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