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青 第一級 -50 許竣凱(竹圍高中) 黃智堯(臺東體中) 許民煒(觀音高中) 江法聖(竹圍高中) 鄭水儒(竹圍高中) 朱翊豪(江翠國中)

少 第二級 -55 林崇佑(臺東體中) 羅帥(東泰高中) 江浩(東泰高中) 蔡宗穎(明德高中) 陳育騏(新民高中) 張友昇(觀音高中)

年 第三級 -60 林彥呈(臺東體中) 陳威宇(士林高商) 王宇玄(同德家商) 李岳勳(和美實校) 朱天豪(大理高中) 潘思丞(竹圍高中)

男 第四級 -66 張家緒(新民高中) 莊祐承(北市大同) 顏志霖(中正高工) 吳俊賢(后綜高中) 潘思翰(竹圍高中) 鍾景竹(臺東體中)

子 第五級 -73 朱晉良(明德高中) 曾凱強(新民高中) 古毅凡(楊梅國中) 廖家毅(新民高中) 盧佑承(三民高中) 胡友恩(后綜高中)

組 第六級 -81 羅智億(新民高中) 黃丞家(壽山高中) 曾修寬(觀音高中) 林承諭(福誠高中) 馮冠傑(明德高中) 陳正崴(羅東國中)

第七級 -90 林聖凱(臺東體中) 許博皓(大理高中) 吳彥廷(明德高中) 曾宥善(楊梅國中) 康至翔(明德高中) 陳鵬宇(正德國中)

第八級 +90 吳念祖(觀音高中) 陳冠亨(竹圍高中) 阿力夫.巴格達外(臺東體中) 楊鼎新(明德高中) 張簡子平(福誠高中) 王智威(明德高中)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青 第一級 -40 鍾霓(枋寮高中) 張曉萱(尖石國中) 陳韋如(會稽國中) 李天馨(卑南國中)

少 第二級 -44 沈奕君(枋寮高中) 黃庭芳(苑裡高中) 王家瑜(文山高中) 高怜鈁(臺東體中) 張詩婷(東泰高中) 黃沛緹(北市大同)

年 第三級 -48 詹瑋苓(苑裡高中) 田雨薇(臺東體中) 劉湘妤(新民高中) 許彙莛(長榮中學) 洪子譯(竹圍高中) 李苡熏(苑裡高中)

女 第四級 -52 溫韶玟(臺東體中) 林葳婷(文山高中) 洪子齡(竹圍高中) 詹琬喻(福興中小學) 洪佳蓉(新民高中) 梁曉曉(文山高中)

子 第五級 -57 葉晨華(臺東體中) 妮卡勒•麥尚(臺東體中) 温婉柔(明德高中) 翁杏瑤(草屯國中) 詹育晴(后里國中) 鄭羽欣(復興高中)

組 第六級 -63 賴若婷(臺東體中) 吳明蔚(中正高工) 余欣苡(觀音高中) 葉璥慧(竹圍高中) 李天愛(卑南國中) 林子葳(警專幼兒)

第七級 -70 蔡筱芸(明德高中) 葉青樺(竹圍高中) 劉宇璇(后綜高中) 甘孝恩(枋寮高中) 林小芃(錦和高中) 楊語柔(觀音高中)

第八級 +70 涂芫綺(后綜高中) 洪秉岑(后綜高中) 田嘉卉(同德家商) 許舒晴(竹圍高中) 郭庭芸(臺東體中) 蔡姵萱(北市大同)

組別/級別/

名次

組別/級別/

名次

108年上半年度全國青少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級 -55 楊爵弟(新民高中) 林崇佑(臺東體中) 黃治凱(臺東體中) 周佳緯(苑裡高中) 彭子恩(臺灣體大) 劉仟禧(國立體大)

青 第二級 -60 陳信佑(臺東大學) 陳德祐(國立體大) 余豊安(文化大學) 羅安(北市大同) 郭春霖(國立體大) 張恒皓(北市大同)

年 第三級 -66 鄭彥銘(國立體大) 邱慶家(苑裡高中) 林煜棠(臺東體中) 吳沛樵(臺東大學) 吳浚瑋(三民高中) 蔣振軒(臺北市大)

男 第四級 -73 林喆(北市大同) 蔡其勳(國立體大) 趙日廷(國立體大) 陳湘濠(國立體大) 朱晉良(明德高中) 蔡昕宏(臺北市大)

子 第五級 -81 劉傳國(國立體大) 陳明祐(國立體大) 陳右恩(北市大同) 羅緯喆(臺北市大) 林承維(國立體大) 鐘思凱(竹圍高中)

組 第六級 -90 林聖凱(臺東體中) 林治宏(臺北市大) 王識惇(致理科大) 彭濬紳(文化大學) 吳佳豪(錦和高中) 孫于倫(三民高中)

第七級 -100 戴友銘(三民高中) 康凱浚(復興高中) 陳健宏(國立體大) 韓學成(臺灣體大) 劉志賢(后綜高中) 陳琦松(竹圍高中)

第八級 +100 伍校樟(臺東體中) 陳嘉淳(康寧大學) 李祖榮(大仁科大)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級 -44 沈奕君(枋寮高中 林昱萱(臺北市大) 賴怡如(苑裡高中) 張詩婷(東泰高中)

青 第二級 -48 劉湘妤(新民高中) 歐祐彤(新民高中) 張佳琪(東泰高中) 曹琬菁(士林高商) 周紫祺(三民高中)

年 第三級 -52 許琳宣(臺東體中) 張婷(臺灣體大) 林宜蓁(國立體大) 楊雅婷(大仁科大) 張家綺(文化大學) 黃美蓉(復興高中)

女 第四級 -57 楊宇潔(臺東大學) 葉晨華(臺東體中) 彭麗婷(臺東體中) 李怡娟(壽山高中) 溫芸華(國立體大) 李美秀(北市大同)

子 第五級 -63 袁姵君(臺東大學) 廖宇蓉(臺北市大) 陳馥桂(三民高中) 黃宜盈(北市大同) 羅心妤(明德高中) 張媛淳(文化大學)

組 第六級 -70 施劉俐伶(枋寮高中) 吳凡瑜(臺北市大) 柯吟妮(北市大同)

第七級 -78 許王淑卉(臺北市大) 曾芷柔(大理高中) 蔡宜蓁(明德高中)

第八級 +78 莊雅婷(大理高中) 林緯潔(國立體大) 李姿誼(臺北市大) 曾姿綺(國立體大)

108年上半年度全國青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

次

組別/級別/名

次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成 第一級 -60 葉坤霖(臺東大學) 陳信佑(臺東大學) 郭春霖(國立體大) 利佳興(臺灣體大) 許顥瀚(苗栗消防) 范國宏(國立體大)

年 第二級 -66 蔡明諺(國立體大) 黃聖庭(國訓中心) 鄭彥銘(國立體大) 鄭祐昇(國立體大) 詹皓程(國訓中心) 張少豪(臺東大學)

男 第三級 -73 鄭斐方(國立體大) 彭立榮(國立體大) 鄭吉紹群(國立體大) 陳証鴻(國立體大) 蔡其勳(國立體大) 盧裕文(臺北市大)

子 第四級 -81 張巍逞(臺灣體大) 莊尚晉(國立體大) 羅緯喆(臺北市大) 劉傳國(國立體大) 吳皓緯(國立體大)

組 第五級 -90 陳楓舜(臺東大學) 王龍騰(國立體大) 林治宏(臺北市大) 林昶志(奎霖建設)

第六級 -100 盧冠誌(文化大學) 沈朝恩(國立體大) 李柏凱(臺北市大) 李義翔(文化大學)

第七級 +100 李柏諺(福誠高中) 陳聖閔(文化大學) 陳嘉淳(康寧大學) 蔡宗旻(臺灣體大) 邱奕瑋(文化大學)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成 第一級 -48 林筑筠(國立體大) 林真豪(臺灣體大) 高郡瑩(臺北市大) 陳俐文(臺東大學) 鄒佳雯(國立體大) 洪嘉妤(臺東大學)

年 第二級 -52 徐琬筑(臺東大學) 陳心怡(國立體大) 林冠妘(文化大學) 林宜蓁(國立體大)

女 第三級 -57 楊宇潔(臺東大學) 陳佳怡(臺北市大) 葉雅惠(臺北市大) 林珮如(文化大學) 陸奕廷(國立體大) 潘舜頴(文化大學)

子 第四級 -63 陳韻鼎(國立體大) 趙羿禎(國立體大) 黃詩涵(國立體大) 廖宇蓉(臺北市大) 朱俊潔(臺北市大) 劉佳伶(國立體大)

組 第五級 -70 商瑠羽(文化大學) 張思慈(臺東大學) 黃翊婷(國立體大) 吳凡瑜(臺北市大) 陳怡君(國立體大) 張羽萱(臺北市大)

第六級 -78 許王淑卉(臺北市大) 王盈筑(國立體大) 曾芷柔(大理高中) 高嘉璟(國立體大)

第七級 +78 蔡佳雯(臺北市大) 孫佩妤(臺北市大) 莊雅婷(大理高中) 劉沅蓉(文化大學) 李姿誼(臺北市大)

108年上半年度全國成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

次

組別/級別/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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