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60 林崇佑（臺東大學） 羅威（臺北市大） 黃治凱（國立體大） 張友昇（觀音高中） 林琮昱（臺東大學） 邱韋傑（國立體大）

第二級 -66 莊祐承（臺北市大） 潘思翰（竹圍高中） 邱慶家（臺灣體大） 曾仁傑（新民高中） 賴伃豊（新民高中） 廖品鴻（新民高中）

男 第三級 -73 鄭彥忠（文化大學） 李羿旻（臺北市大） 朱晉良（明德高中） 陳晨新（楊梅高中） 詹皓安（臺東大學） 許富鈞（國立體大）

子 第四級 -81 林承諭（福誠高中） 馮冠傑（明德高中） 羅智億（台灣體大） 楊振琨（臺北市大） 莊朝崴（文化大學） 施孟賢（臺灣體大）

組 第五級 -90 林聖凱（臺東大學） 陳鵬宇（竹圍高中） 朱得軒（台東大學） 吳念祖（國立體大） 童暐元（明德高中） 柯浩偉（枋寮高中）

第六級 -100 陳琦松（臺北市大） 曾宥善（楊梅高中） 郭俊呈（臺北市大） 康至翔（明德高中） 廖彥丞（豐原國中） 蔡世恩（仰德高中）

第七級 +100 伍校璋（國立體大） 陳冠亨（竹圍高中） 楊浩廷（枋寮高中） 吳宗燁（三民高中）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48 田雨薇（臺東體中） 沈奕君（枋寮高中） 黃庭芳（臺東大學） 林宣辰（竹圍高中） 吳香瑩（士林高商） 張詩婷（東泰高中）

第二級 -52 温韶玟（臺東大學） 洪佳蓉（台灣體大） 沈奕熙（枋寮高中） 黃美蓉（台北市大） 古慧君（東泰高中） 陳申景（台灣體大）

女 第三級 -57 葉晨華（臺東大學） 徐  敏（枋寮高中） 李依婕（台灣體大） 周芸毓（觀音高中） 詹琬喻（仰德高中） 鄭凱如（竹圍高中）

子 第四級 -63 詹育晴（新民高中） 林曉珺（臺東大學） 宋語湘（士林高商） 葉璥慧（竹圍高中） 蔡敏穎（文化大學） 妮卡勒 麥尚（臺東體中）

組 第五級 -70 蔡筱芸（明德高中） 張又文（竹圍高中） 劉宇璇（后綜高中） 葉青樺（竹圍高中） 彭瀞儀（文化大學）

第六級 -78 施劉俐伶（台灣體大） 余欣苡（楊梅高中） 蔡宜蓁（國立體大） 韓妤玟（台灣體大） 郭庭芸（臺東體中） 徐捷愉（錦和高中）

第七級 +78 許舒晴（竹圍高中） 王桀曦（卑南國中） 陳瀅瀅（錦和高中） 涂芫綺（后綜高中） 呂欣芮（北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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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50 簡士楷（尖石國中） 賴柏叡（竹圍高中） 柯以臣（仰德高中） 方廷瑋（竹圍高中） 楊紹生（新民高中） 張育瑞（瑪家國中）

第二級 -55 林敬翔（臺東體中） 江英滐（楊梅高中） 林威誠（臺東體中） 蔡承諺（錦和高中） 李以恩（竹圍高中） 賴旻洋（楊梅國中）

男 第三級 -60 陳彥華（竹圍高中） 陳威廷（錦和高中） 吳政祐（臺東體中） 郭軒志（臺東體中） 高承安（蘇澳海事） 江  峰（東泰高中）

子 第四級 -66 張梓浩（楊梅高中） 陳健安（三民高中） 翁王勇（臺東體中） 謝玟樹（文山高中） 王柏翰（竹圍高中） 陳家豪（明德高中）

組 第五級 -73 陳晨新（楊梅高中） 王元佑（明德高中） 許倫維（竹圍高中） 魏世鑫（竹圍高中） 郭又豪（大理高中） 黃星凱（和美實校）

第六級 -81 孫立威（臺東體中） 張浚瑋（竹圍高中） 邱慶霖（新民高中） 謝民哲（南澳高中） 許善哲（明德高中） 簡子淇（壽山高中）

第七級 -90 陳鵬宇（竹圍高中） 蔡杰恩（新民高中） 柯浩偉（枋寮高中） 宋晨峰（新民高中） 邱柏憲（楊梅高中） 張丞佑（竹圍高中）

第八級 +90 楊浩廷（枋寮高中） 江坤達（錦和高中） 黃晟瑋（和美實校） 廖彥丞（豐原國中） 鄭宇恩（和美實校）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40 耿雅苓（臺東體中） 黃玟儀（楊梅國中） 傅意婷（文山高中）

第二級 -44 鍾  霓（臺東體中） 陳韋如（壽山高中） 武聖雅（枋寮高中） 田雨柔（臺東體中） 馬于辰（枋寮高中） 沈鈺芯（壯圍國中）

女 第三級 -48 沈奕熙（枋寮高中） 陳玗慈（壽山高中） 邱之柔（楊梅高中） 林俞均（錦和高中） 蔡汶玲（新民高中）

子 第四級 -52 林含諭（溪崑國中） 郭方琦（枋寮高中） 王芯琳（同德高中） 蕭妍妤（枋寮高中） 禹  柔（文山高中） 張絜晴（壽山高中）

組 第五級 -57 徐  敏（枋寮高中） 劉子芸（福誠高中） 彭妍甄（楊梅國中） 曹佳怡（錦和高中） 王品淳（明德高中） 周芸毓（觀音高中）

第六級 -63 詹育晴（新民高中） 余懿芳（后綜高中） 梁曉曉（文山高中） 陳瑜潔（楊梅高中） 朱曉薇（錦和高中） 林子葳（慧燈中學）

第七級 -70 莊千旻（壯圍國中） 卓  越（大理高中） 張又文（竹圍高中） 温王佳心（臺東體中） 鄭宇淇（錦和高中） 柯驊芳（三民高中）

第八級 +70 鄭文綺（正德國中） 王桀曦（卑南國中） 潘裕欣（臺東體中） 陳瀅瀅（錦和高中） 黃詩蒨（神岡工高） 黃詩婷（神岡工高）

組別/級別/

組別/級別/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110年上半年度全國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青少年組）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60 楊俊霆（臺灣體大） 林崇佑（台東大學） 郭春霖（國立體大） 羅  威（台北市大） 余豊安（文化大學） 陳信佑（台東大學）

第二級 -66 蔡明諺（國立體大） 王永瀚（台北市大） 黃聖庭（三民高中） 鄭彥銘（國立體大） 葉坤霖（台東大學） 邱慶家（臺灣體大）

男 第三級 -73 鄭彥忠（文化大學） 蔡其勳（國立體大） 張啟峰（國立體大） 張少豪（台東大學） 詹皓安（台東大學） 蔡昕宏（台北市大）

子 第四級 -81 張巍逞（臺灣體大） 林承維（國立體大） 羅羽軒（國立體大） 張家駿（台北市大） 楊振琨（台北市大） 馮冠傑（明德高中）

組 第五級 -90 林聖凱（台東大學） 洪毅志（宜蘭柔委） 陳鵬宇（竹圍高中） 李偉誠（國立體大） 梅倪（台北市大） 張森元（文化大學）

第六級 -100 李知穎（台東大學） 李義翔（文化大學） 戴友銘（國立體大） 陳琦松（台北市大） 陳健宏（國立體大） 林治宏（台北市大）

第七級 +100 陳聖閔（文化大學） 康凱浚（台北市大） 陳嘉淳（崑山科大） 陳冠亨（竹圍高中）

KG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 -48 琳真豪（臺灣體大） 徐琬筑（台東大學） 高郡瑩（台北市大） 林昱萱（台北市大） 葉  蓮（國立體大） 沈奕君（枋寮高中）

第二級 -52 許琳宣（台東大學） 溫韶文（台東大學） 李卉芯（國立體大） 黃美蓉（台北市大） 洪佳蓉（臺灣體大） 沈奕熙（枋寮高中）

女 第三級 -57 楊宇潔（台東大學） 葉晨華（台東大學） 林宜蓁（國立體大） 張家綺（文化大學）

子 第四級 -63 袁姵君（台東大學） 鄭予靜（國立體大） 林曉珺（台東大學） 陳馥桂（國立體大） 呂儀琪（臺灣體大） 妮卡勒 麥尚（臺東體中）

組 第五級 -70 張思慈（台東大學） 蔡筱芸（明德高中） 黃翊婷（三民高中） 黃詩涵（三民高中） 趙羿禎（明德高中） 吳凡瑜（台北市大）

第六級 -78 施劉俐伶（臺灣體大） 蔣侑珊（文化大學） 許王淑卉（台北市大） 曾芷柔（文化大學） 陳怡君（國立體大） 王盈筑（明德高中）

第七級 +78 蔡佳雯（台北市大） 孫佩妤（正德國中） 劉沅蓉（文化大學） 王桀曦（卑南國中） 呂欣芮（台北市大） 李姿誼（台北市大）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110年上半年度全國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成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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