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團體組】 
       名次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特   別   組 土城柔委 板橋道館 新營柔委  

社會男子甲組 國立體大 A 台中柔委 奎霖建設 臺東大學 

社會女子甲組 北市大 A 國立體大 臺灣體大 臺東大學 

社會男子乙組 明德高中 同德家商 文山高中 三民高中 

社會女子乙組 明德高中 文山高中 海青工商 壽山高中 

大專男子甲組 景文科大 康寧大學 臺灣警專 A 臺灣警專 B 

大專女子甲組     

大專男子乙組 中央警大 A 中央警大 B 吳鳳科大 中央警大 C 

大專女子乙組 中央警大 A 臺灣警專 B 中央警大 B 臺灣警專 A 

高中男子組 臺東體中 A 明德高中 北市大同 臺東體中 B 

高中女子組 臺東體中 北市大同 竹圍高中 錦和高中 

國中男子組 楊梅國中 A 楊梅國中 B 竹圍高中 江翠國中 

國中女子組 正德國中 土城國中 楊梅國中 楊明國中 

國小男生組 介壽國小 內埔國小 同富國小 后里國小 

國小女生組 大同國小 太平國小 武潭國小 介壽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社會個人甲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社

會

男

子

甲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60kg 陳德祐(國立體大) 鄭博淵(海青工商) 郭春霖(國立體大) 楊爵弟(新民高中) 

第二級-66kg 詹皓程(國訓中心) 練泓煜(北市大) 鄭祐昇(國立體大) 連峻德(文化大學) 

第三級-73kg 李羿旻(三民高中) 蔡昕宏(北市大) 
王金暐靖 

(臺東大學) 
李偉誠(國立體大) 

第四級-81kg 張家駿(北市大) 陳明祐(國立體大) 林文斌(北市大) 劉傳國(國立體大) 

第五級-90kg 吳文舜(國立體大) 沈朝恩(國立體大) 高瀚翔(臺灣體大) 王龍騰(國立體大) 

第六級-100kg 楊凱翔(臺東大學) 康凱浚(復興高中) 吳念祖(觀音高中) 李義翔(文化大學) 

第七級+100kg 蔡宗旻(臺灣體大) 邱奕瑋(文化大學) 謝泓儒(海青工商) 
李松逸 

(台中港柔道館)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社

會

女

子

甲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48kg 洪嘉妤(臺東大學) 陳俐文(臺東大學) 許彙莛(長榮中學) 陳慧潔(臺灣體大) 

第二級-52kg 陳心怡(國立體大) 莊于萱(國立體大) 鄒佳雯(國立體大) 張家綺(文化大學) 

第三級-57kg 楊宇潔(臺東大學) 林珮如(文化大學) 葉雅惠(北市大) 蘇詩琳(士林高商) 

第四級-63kg 袁姵君(臺東大學) 家聖婷(北市大) 趙羿禎(國立體大) 李聿歆(臺東大學) 

第五級-70kg 張思慈(臺東大學) 張羽萱(北市大) 楊語柔(觀音高中) 劉宇璇(后綜高中) 

第六級-78kg 陳怡君(國立體大) 高嘉璟(國立體大) 蔡姵萱(北市大同) 柯吟妮(北市大同) 

第七級+78kg 張慧真(臺灣體大) 莊雅婷(大理高中) 曾姿綺(國立體大)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社會個人乙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社

會

男

子

乙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60kg 李岳勳(和美實校) 黃于誠(和美實校) 張智傑(北市大同) 施兆洋(和美實校) 

第二級-66kg 蘇均顯(和美實校) 鍾立人(和美實校) 朱陳利(新民高中) 周瑞福(中正高工) 

第三級-73kg 楊濟華(中正高工) 胡友恩(后綜高中) 廖廷彬(新民高中) 周清智(壽山高中) 

第四級-81kg 
Nils Kraschon 

(板橋道館) 
劉恩齊(壽山高中) 施柏賢(和美實校) 廖彥博(觀音高中) 

第五級-90kg 張維ㄧ(和美實校) 郭柏佑(海青工商) 高笙峻(斗六高中) 柯維杰(文山高中) 

第六級-100kg 
阿力夫巴格達外

(臺東體中) 
簡佾賢(文山高中) 郭俊毅(三民高中) 葉峻淳(北市大同) 

第七級+100kg 謝侑岑(嘉華中學) 譚弼中(錦和高中) 林永盛(曾文家商)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社

會

女

子

乙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48kg 胡慧馨(臺東體中) 張郁羚(和美實校) 李茹玄(壽山高中) 賴佩歆(苑裡高中) 

第二級-52kg 張容瑩(北市大同) 李怡娟(壽山高中) 王芯愛(新民高中) 張佳君(臺東體中) 

第三級-57kg 郭芯言(三民高中) 蔡敏穎(三民高中) 陳羿妤(三民高中) 李侃蓓(文山高中) 

第四級-63kg 溫韙紃(臺東體中) 葉毓晨(壽山高中) 林子葳(慧燈中學) 田欣怡(屏東大同) 

第五級-70kg 何禹蒨(大理高中) 林雅筑(北市柔協) 古沄芳(屏東大同) 朱怡璇(海青工商) 

第六級-78kg 陳語恩(后綜高中) 蘇奕容(和美實校) 趙千旻(福誠高中) 蔡瓊瑩(嘉華中學) 

第七級+78kg 王桀曦(卑南國中) 呂欣芮(復興高中) 簡蓁(三星國中) 潘裕欣(卑南國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大專個人甲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大

專

男

子

甲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60kg 許宇昊(陸軍專校) 陳韋丞(康寧大學) 陳冠綸(景文科大) 陳重叡(陸軍專校) 

第二級-66kg 陳柏豪(景文科大) 廖俊霖(陸軍專校) 江丞鋒(南亞學院) 劉瓊毅(臺灣警專) 

第三級-73kg 王識貿(陸軍專校) 楊智安(大仁科大) 梁家旻(臺灣警專) 陳俊維(朝陽科大) 

第四級-81kg 蔡騏鴻(景文科大) 謝德佑(陸軍專校) 張豐茗(空軍官校) 張嘉祐(吳鳳科大) 

第五級-90kg 賴文鈞(臺灣警專) 曾貫鳴(陸軍專校) 廖冠欽(景文科大) 李毅恆(南亞學院) 

第六級-100kg 李唯正(臺灣警專) 陳憲毅(景文科大) 呂隆豪(朝陽科大) 李祖榮(大仁科大) 

第七級+100kg 陳嘉淳(康寧大學) 洪成烽(南亞學院) 費明多(中央警大)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大

專

女

子

甲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48kg     

第二級-52kg 楊雅婷(大仁科大) 李家宜(逢甲大學)   

第三級-57kg 盧盈均(康寧大學) 黃妤婷(崇右科大) 張愷玲(景文科大) 李宛錚(康寧大學) 

第四級-63kg 許育瑄(南華大學) 施佳妏(中央警大) 梁怡欣(中央警大)  

第五級-70kg     

第六級-78kg     

第七級+78kg 黃品柔(康寧大學) 游巧茹(南亞學院)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大專個人乙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大

專

男

子

乙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60kg 黃冠勛(陸軍專校) 
余圳願 

(聖約翰科大) 
巴安唯(逢甲大學) 劉尉丞(臺灣警專) 

第二級-66kg 高鈺樹(空軍官校) 林昱廷(陸軍專校) 廖富生(陸軍專校) 羅俊博(中央警大) 

第三級-73kg 李語堂(中央警大) 鄭又中(中央警大) 黃亮青(師範大學) 李肇偉(台灣大學) 

第四級-81kg 
楊凱翔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戴名佑(中央警大) 林峻宇(中央警大) 盧志偉(臺灣警專) 

第五級-90kg 王威志(中央警大) 張凱竣(吳鳳科大) 王英鑫(中央警大) 黃維晨(中央警大) 

第六級-100kg     

第七級+100kg 劉永(南亞學院)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大

專

女

子

乙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48kg 朱瓊慧(逢甲大學) 陳品純(中央警大) 林盈萱(吳鳳科大) 游雅淳(中央警大) 

第二級-52kg 游雅淳(中央警大) 張伊婷(中央警大) 李燕宜(中央警大) 邱詩涵(臺灣警專) 

第三級-57kg 柯少融(台灣大學) 劉致忻(臺灣警專) 王柔文(中央警大) 程豊雅(中央警大)  

第四級-63kg 林子越(臺灣警專) 凃馨云(臺灣警專) 謝舒蕙(臺灣警專) 黃采雯(中央警大) 

第五級-70kg 王珮芝(中央警大) 陳毓倢(臺灣警專) 林令媚(中央警大)  

第六級-78kg 羅裕慧(中央警大) 吳育萱(臺灣警專)   

第七級+78kg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高中個人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第五名 

高

中

男

子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55kg 林崇佑(臺東體中) 黃治凱(臺東體中) 許竣凱(竹圍高中) 廖敏帆(壽山高中) 楊爵弟(新民高中) 江浩(東泰高中) 

第二級-60kg 林琮昱(臺東體中) 林彥呈(臺東體中) 潘建銘(臺東體中) 羅威(竹圍高中) 朱天豪(大理高中) 鄭睿靖(壽山高中) 

第三級-66kg 鄭彥忠(明德高中) 林喆(北市大同) 林煜棠(臺東體中) 李家竣(竹圍高中) 倪俊熙(士林高商) 邱晨皓(竹圍高中) 

第四級-73kg 李羿旻(三民高中) 邱慶家(苑裡高中) 吳晉誠(文山高中) 姚來興(壽山高中) 楊振琨(竹圍高中) 楊濟華(中正高工) 

第五級-81kg 羅智億(新民高中) 陳右恩(北市大同) 劉皇佐(臺東體中) 戴鈺(臺東體中) 康至翔(明德高中) 黃丞家(壽山高中) 

第六級-90kg 林聖凱(臺東體中) 林偉杰(枋寮高中) 許博皓(大理高中) 蔣承峰(士林高商) 林義雄(安樂高中) 張翔宇(同德家商) 

第七級-100kg 戴友銘(三民高中) 吳念祖(觀音高中) 劉志賢(后綜高中) 康凱浚(復興高中) 紀永恩(枋寮高中) 
阿力夫巴格達外

(臺東體中) 

第八級+100kg 伍校樟(臺東體中) 涂勝中(士林高商) 陳冠亨(竹圍高中) 周宏達(新民高中) 楊鼎新(明德高中) 李傑驊(臺東體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高中個人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第五名 

高

中

女

子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44kg 黃庭芳(苑裡高中) 賴怡如(苑裡高中) 高怜鈁(臺東體中) 曾臻(新民高中) 張詩婷(東泰高中) 田麗雯(臺東體中) 

第二級-48kg 劉若萱(苑裡高中) 歐祐彤(新民高中) 詹瑋苓(苑裡高中) 陳申景(苑裡高中) 劉湘妤(新民高中) 許雅筑(明德高中) 

第三級-52kg 葉晨華(臺東體中) 莫惠茹(壽山高中) 洪佳蓉(新民高中) 張佳君(臺東體中) 王彥方(大理高中) 賴慧君(屏東大同) 

第四級-57kg 許琳宣(臺東體中) 林葳婷(文山高中) 彭麗婷(臺東體中) 尤羿婷(錦和高中) 張采雯(大理高中) 鄭郁淳(大理高中) 

第五級-63kg 林曉珺(臺東體中) 陳馥桂(三民高中) 黃宜盈(北市大同) 王愷萱(錦和高中) 余欣苡(觀音高中) 蘇芳儀(竹圍高中) 

第六級-70kg 劉俐伶(枋寮高中) 曾芷柔(大理高中) 柯吟妮(北市大同) 蔡筱芸(明德高中) 邱若菁(新民高中) 甘孝恩(枋寮高中) 

第七級-78kg 楊立媺(竹圍高中) 洪秉岑(后綜高中) 田嘉卉(同德家商) 蔡宜蓁(明德高中) 彭瀞儀(士林高商) 郭庭芸(臺東體中) 

 第八級+78kg 莊雅婷(大理高中) 涂芫綺(后綜高中 呂欣芮(復興高中) 陳珮晴(錦和高中) 林佩玟(海青工商)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國中個人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第五名 

國

中

男

子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38kg 張育瑞(瑪家國中) 蔡汶芫(太平國中) 劉庭宇(會稽國中) 江承芳(太子國中) 陳儀鴻(福興武術) 黃育鈞(致民國中) 

第二級-42kg 沈保宏(明德高中) 張志瑋(大理高中) 楊紹生(會稽國中) 張益瑞(后里國中) 高逸凡(后里國中) 盛威凱(北市大同) 

第三級-46kg 柯以臣(福興武術) 賴旻洋(楊梅國中) 黃立帆(臺東體中) 江英滐(楊梅國中) 全恆智(草屯國中) 洪嘉佑(民德國中) 

第四級-50kg 林敬翔(臺東體中) 李崇綸(中山國中) 江法聖(竹圍高中) 陳彥華(江翠國中) 郭宥邑(民德國中) 蔡承諭(江翠國中) 

第五級-55kg 吳貴中(楊梅國中) 劉竣程(楊梅國中) 黃智堯(臺東體中) 許碩恩(竹圍高中) 蔡宗穎(明德高中) 宋浩倫(尖石國中) 

第六級-60kg 王元佑(安溪國中) 江鎧丞(中庄國中) 李達蘊(會稽國中) 王博鈺(江翠國中) 林正浩(新民國中) 林一傑(后里國中) 

第七級-66kg 張梓浩(楊梅國中) 鄭杰(卑南國中) 林柏安(臺東體中) 陳重源(豐原國中) 謝民哲(南澳高中) 廖建博(二崙國中) 

第八級-73kg 朱晉良(明德高中) 張浚瑋(正德國中) 蔣承潤(致民國中) 古毅凡(楊梅國中) 張顥謙(豐原國中) 吳杰昇(錦和高中) 

第九級-81kg 陳鵬宇(正德國中) 陳正崴(羅東國中) 徐新翔(神岡國中) 曾宥善(楊梅國中) 張言誠(竹圍高中) 卓俊翰(楊梅國中) 

第十級+81kg 彭嘉佑(三民高中) 蔡杰恩(二崙國中) 江坤達(錦和高中) 張凱翔(南崗國中) 黃冠銓(竹圍高中) 楊浩廷(枋寮高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國中個人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第五名 

國

中

女

子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36kg 羅如均(尖石國中) 耿雅苓(臺東體中) 林芷伶(致民國中) 洪欣慈(至正國中) 張素萍(致民國中) 傅意婷(文山高中) 

第二級-40kg 鍾霓(枋寮高中) 林宣辰(正德國中) 李喬紜(正德國中) 邱之柔(楊梅國中) 吳采霓(楊梅國中) 陳冠芸(新民國中) 

第三級-44kg 何琇君(正德國中) 沈奕君(枋寮高中) 陳俞如(明德高中) 黃沛緹(北市大同) 廖玫珊(南崗國中) 翁彩鳯(中山國中) 

第四級-48kg 沈奕熙(枋寮高中) 林宥均(安溪國中) 陳姿琍(竹圍高中) 陳誼靜(后里國中) 黃珮宸(豐原國中) 鄭宜鳳(北投國中) 

第五級-52kg 梁曉曉(文山高中) 陽惠羽(卑南國中) 林淇真(北市大同) 王品淳(明德高中) 陳台蓁(卑南國中) 陳恩汝(致民國中) 

第六級-57kg 翁杏瑤(草屯國中) 詹育晴(后里國中) 朱曉薇(土城國中) 李芷頤(會稽國中) 吳佳盈(中庄國中) 張廷榛(后里國中) 

第七級-63kg 余懿芳(后綜高中) 王沛瑜(正德國中) 袁彩庭(楊明國中) 林子葳(慧燈中學) 張妤庭(后里國中) 黃惠玲(八里國中) 

第八級-70kg 張又文(竹圍高中) 徐捷愉(中山國中) 卓越(大理高中) 楊晴晴(虎林國中) 吳宥萱(土城國中) 邱辰姿(正德國中) 

第九級+70kg 王桀曦(卑南國中) 翁郁婷(錦和高中) 潘裕欣(卑南國中) 陳瀅瀅(中山國中) 
温王佳心 

(臺東體中) 
田佳菁(草屯國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國小個人 A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國

小

男

子 

A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30kg 薛禹希(新興國小) 吳佳恩(新興國小) 吳伯陽(后里國小) 曾憲元(新興國小) 

第二級-33kg 李旻翰(卑南國小) 曾俊穎(大業國小) 林建龍(大同國小) 
彭柏鈞 

(武潭平和分校) 

第三級-37kg 林昱誠(知本國小) 吳晟碩(知本國小) 
葉誠鴻 

(地磨兒國小) 

楊俊浩 

(武潭平和分校) 

第四級-41kg 林文凱(介壽國小) 
依畢．伊斯卡卡夫

特(同富國小) 
全祈生(同富國小) 

沙書尤給度飛揚

(武潭平和分校) 

第五級-45kg 林能廣(介壽國小) 曾嘉湟(后里國小) 田畾(同富國小) 陳亮瑞(關渡國小) 

第六級-50kg 陳畀棋(篤行國小)  
達倫．索克魯曼 

(同富國小) 
林士鈞(忠義國小) 

第七級-55kg 洪明仁(知本國小) 吳培碩(知本國小) 田晶(同富國小) 張恩翊(新興國小) 

第八級+55kg 蔡耀賢(后里國小) 姚偉恩(興華國小) 陳星霖(鄧公國小) 張祐鳴(瑞興國小)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國

小

女

子 

A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30kg 林曉詩(介壽國小) 黃念恩(后里國小) 
蕭丞 

(武潭佳平分校) 
鄭子嫻(介壽國小) 

第二級-33kg 劉歆蕾(武潭國小) 胡佩暄(太平國小) 洪宥涵(中正國小) 林妶(紅葉國小) 

第三級-37kg 楊淑雅(中溪國小) 杜瑀恩(武潭國小) 邱怡君(大同國小) 黃昱婷(太平國小) 

第四級-41kg 林宇涵(太平國小) 石思佑(忠義國小) 楊秀英(知本國小) 陳思婷(知本國小) 

第五級-45kg 林妍柔(介壽國小) 羅子寒(秀巒國小) 曾昱寧(海豐國小) 陳帆宜(同富國小) 

第六級-50kg 林珊瑩(太平國小) 李禮雪(介壽國小) 鄭佩芸(大同國小) 馬于辰(僑德國小) 

第七級-55kg 古  蓁(卑南國小) 鍾沁妤(茄萣國小) 江康聿(豐田國小) 胡慧恩(卑南國小) 

第八級+55kg 曾品熏(僑德國小) 林佳俞(茄萣國小) 高誼筠(大同國小) 卓菲(忠義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國小個人 B組】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國

小

男

子 

B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26kg 
莊帥均 

(武潭佳平分校) 

麥樂 

(武潭平和分校) 
張竣瑞(新興國小) 趙秉昱(江翠國小) 

第二級-30kg 徐子恩(新興國小) 黃翊峰(大同國小) 
拔力.索克魯曼 

(同富國小) 
徐雋昊(石牌國小) 

第三級-33kg 徐雋宇(石牌國小) 魏世佑(新興國小) 楊元凱(新營柔委) 李御丞(建德國小) 

第四級-37kg 陳鎮桔(同富國小) 李仲軒(江翠國小) 馬紹原(力行國小) 陳哲詮(明義國小) 

第五級-41kg 林家禾(拯民國小) 沈崇詣(江翠國小) 羅承希(后里國小) 蔡宗汎(太平國小) 

第六級-45kg 呂榮恩(中庄國小) 莊承諺(永安國小) 陳昱良(太平國小) 鄭勝隆(太平國小) 

第七級-50kg 阮昌郁(江翠國小) 陳輊勛(太平國小) 蕭亦程(鄧公國小) 張現毅(瑞穗國小) 

第八級-55kg 張博鈞(褒忠國小) 洪煜軒(江翠國小) 石靖(地磨兒國小) 陳奐希(鄧公國小) 

第九級+55kg 陳威翰(七堵國小) 廖育陞(鄧公國小) 柯名益(忠義國小) 林建州(忠義國小) 

 級別\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國

小

女

子 

B 

組

個

人

賽 

第一級-26kg 
莊可欣 

(武潭佳平分校) 
陳歆(紅葉國小) 林子鸞(新興國小) 陳若婭(篤行國小) 

第二級-30kg 高妍庭(介壽國小) 鍾念誠(太平國小) 陳芃安(新興國小) 陳芃潔(石牌國小) 

第三級-33kg 楊景卉(中崙國小) 侯宜君(卑南國小) 邢彣惠(忠義國小) 司佑萱(介壽國小) 

第四級-37kg 謝語涵(卑南國小) 黃筠軒(錦和國小) 王裔婷(三峽大埔) 王裔媗(大埔國小) 

第五級-41kg 呂心潔(武潭國小) 林侑姍(忠義國小) 王姿芸(虎林國小)  

第六級-45kg 石瑜婕(忠義國小) 林宇溱(茄萣國小)   

第七級-50kg 趙昀宣(江翠國小) 白毓璇(發祥國小) 賴佳君(忠義國小)  

第八級-55kg 
周傅宣珉 

(太平國小) 
吳咨琪(茄萣國小) 江沛芸(忠義國小)  

第九級+55kg 羅瑜柔(太平國小) 金靈(同富國小) 吳咨暄(茄萣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7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成績總表 
(11月 12日-11月 17日臺北體育館) 

【格式組】 
       名次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格式組投之形   

國小 A組 

林子又(新興國小) 

吳佳恩(新興國小) 

張恩翊(新興國小) 

吳子恆(新興國小) 

郭宇銨(新興國小) 

石翊翰(新興國小) 

林家良(力行國小) 

謝侑成(莒光國小) 

格式組投之形   

國小 B組 

徐雋宇(石牌國小) 

徐雋昊(石牌國小) 

徐子恩(新興國小) 

吳子逸(新興國小) 

張世穎(新興國小) 

張景淵(新興國小) 
 

格式組投之形   

國小 C組 

張竣瑞(新興國小) 

陳衍綸(新興國小) 
   

格式組投之形  

 國中組 
廖俊齊(深坑國小) 

廖祥閔(大安國中) 

李効燁(新民國中) 

黃威諺(新民國中) 
  

格式組投之形  

 高中組 
潘思翰(竹圍高中) 

潘思丞(竹圍高中) 

張昱菱(竹圍高中) 

許竣凱(竹圍高中) 

沈彙婕(士林高商) 

黃楷翔(士林高商) 
 

格式組投之形   

成人組 
蕭瑋之(文化大學) 

簡紹全(育達商職) 

陳博康(中央警大) 

蔡家弘(中央警大) 

鄭又中(中央警大) 

蔡兆成(中央警大) 
 

格式組固之形  

 國中組 

徐旭東(新民國中) 

林正浩(新民國中) 

陳冠芸(新民國中) 

鄭匯穎(新民國中) 
  

格式組固之形  

 高中組 

曾芃翰(大理高中) 

劉凱耀(育達商職) 

王彥方(大理高中) 

林子葳(慧燈中學) 

謝朝川(海青工商) 

吳尚謙(海青工商) 
 

格式組固之形 

  成人組 

林柏翰(中央警大) 

吳泰駿(中央警大) 

吳昭陽(中央警大) 

李語堂(中央警大) 
  

格式組柔之形  

 國小 A組 

薛禹希(新興國小) 

曾憲元(新興國小) 

徐子晴(新興國小) 

張景翔(新興國小) 

王宇芸(木柵國小) 

王沁琳(木柵國小) 
 

格式組柔之形  

 國小 B組 

陳芃安(新興國小) 

林子鸞(新興國小) 

莊晏菱(新興國小) 

王婷妘(新興國小) 
  

格式組柔之形  

 國中組 

盛威凱(北市大同) 

馬偉鈞(北市大同) 

林佳慧(崇光女中) 

劉鎧霆(景興國中) 

吳歆屏(景美國中) 

廖苡安(大安國中) 
 

格式組投柔之形  

高中組 

顏功鑫(北市大同) 

高熏宏(文化大學) 

林珈卉(竹圍高中) 

張賀捷(竹圍高中) 

張嘉芸(潮州高中) 

謝濰安(海青工商) 
 

格式組柔之形  

 成人組 

梁怡欣(中央警大) 

施佳妏(中央警大) 

簡紹全(育達商職) 

蕭瑋之(文化大學) 

王珮芝(中央警大) 

張伊婷(中央警大) 
 

格式組極之形  

 成人組 

林明陞(康寧大學) 

簡紹全(育達商職) 

林沛達(中央警大) 

張榮升(中央警大) 

李儒霖(中央警大) 

陳彥樺(中央警大) 
 

格式組護身術  

 高中組 

張嘉芸(潮州高中) 

謝濰安(海青工商) 

洪晉溢(泰山高中) 

沈任杰(竹圍高中) 

張嘉芸(潮州高中) 

謝濰安(海青工商) 
 

格式組護身術 

成人組 

洪紹維(中央警大) 

丁彥尊(中央警大) 

戴名佑(中央警大) 

吳大晉(中央警大) 

蔡東勳(中央警大) 

郭冠廷(中央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