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許顥瀚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彰化縣柔委會

2 石承鑫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柔推廣協會

3 許竣凱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

4 羅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

5 羅威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

6 郭春霖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國立體大

7 盧紹騏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國立體大

8 楊爵弟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台灣體大

9 洪東億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臺東大學

10 林崇佑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臺東大學

11 陳享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2 陳盛仁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3 徐昊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4 馬偉鈞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5 柯以臣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仰德高中

16 高承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蘇澳海事

17 陳新泓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壽山高中

18 陳韋丞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崑山科大

19 郭宥邑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長榮國中

20 黃俊魁(長榮大學)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長榮國中

21 潘建璋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浚瑋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

2 郭原東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

3 張家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

4 達努巴克．盧露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

5 廖敏帆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國立體大

6 陳德祐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國立體大

7 陳晁祥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台灣體大

8 陳信佑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臺東大學

9 張智傑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同高中

10 莊宜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北市大同高中

11 張友昇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觀音高中

12 李達蘊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壽山高中

13 張哲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南投高中

14 張嘉發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福誠高中

15 戴日善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馬子竣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

2 林威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

3 吳正龍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

4 蔣振軒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

5 鄭彥銘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國立體大

6 陳湘濠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國立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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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許朝鈞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國立體大

8 邱慶家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台灣體大

9 蔡立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台灣體大

10 林偉俊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台灣體大

11 吳俊賢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台灣體大

12 吳沛樵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臺東大學

13 詹皓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臺東大學

14 林冠甯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臺東大學

15 王柏樺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16 黃星凱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和美實校

17 謝銘祐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南投高中

18 陳勇霖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南投高中

19 徐王庭揚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海盜運動俱樂部

20 尚羿鋐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長榮國中

21 黃裕麟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福誠高中

22 戴柏瑋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枋寮高中

23 林英峻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童泓諺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2 王偲丞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3 楊振琨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北市大

4 劉傳國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國立體大

5 黃丞家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國立體大

6 蔡其勳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國立體大

7 林承濰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國立體大

8 施孟賢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台灣體大

9 羅智億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台灣體大

10 戴鈺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臺東大學

11 簡子淇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壽山高中

12 廖嘉鈞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枋寮高中

13 江秉勳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徐宗隆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林憲平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北市大

3 梅倪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北市大

4 林文斌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北市大

5 李偉誠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國立體大

6 吳念祖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國立體大

7 李立仁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國立體大

8 徐建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台灣體大

9 陳正崴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蘇澳海事

10 柯浩偉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郭俊呈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北市大

2 陳琦松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北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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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健宏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國立體大

4 戴友銘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國立體大

5 王龍騰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國立體大

6 林聖凱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臺東大學

7 羅翊宏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臺東大學

8 謝孟勳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南投高中

9 楊翔皓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書弘.拉告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土城區柔委會

2 康凱浚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北市大

3 伍校樟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國立體大

4 黄晟瑋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和美實校

5 楊浩廷 個人組-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彭萩謹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台中市柔道館

2 陳馥桂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國立體大

3 施劉俐伶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台灣體大

4 袁姵君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臺東大學

5 葉毓晨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壽山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曉芬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北市大

2 林昱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北市大

3 黃庭芳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臺東大學

4 鄧宜珊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北市大同高中

5 陳韋如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壽山高中

6 林宇瑄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海青高工

7 蔡宜芹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屏東大同高中

8 沈奕君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一級：-48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宜蓁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國立體大

2 陳申景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台灣體大

3 張婷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台灣體大

4 林含諭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溪崑國中

5 陳玗慈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壽山高中

6 楊雅婷(屏東大學)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7 沈奕熙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枋寮高中

8 郭方琦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枋寮高中

9 蕭妍妤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枋寮高中

10 陳慧芸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美蓉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北市大

2 莊于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國立體大

3 羅心妤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國立體大

4 洪佳蓉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台灣體大

5 李苡熏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台灣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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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許琳宣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臺東大學

7 陳愷妍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臺東大學

8 周芸毓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觀音高中

9 柯妤崡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中市新民高中

10 張佩純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長榮國中

11 劉子芸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福誠高中

12 賴慧君(屏東大學)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屏東大同高中

13 徐敏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枋寮高中

14 陽宴筠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呂儀琪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台灣體大

2 葉晨華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臺東大學

3 張容瑩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北市大同高中

4 詹琬喻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仰德高中

5 詹育晴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中市新民高中

6 黃偲瑜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和美實校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蔡宜蓁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六級：-78Kg 國立體大

2 韓妤玟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六級：-78Kg 台灣體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呂欣芮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北市大

2 李姿誼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北市大

3 林緯潔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國立體大

4 蔡姵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北市大同高中

5 鄭文綺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正德國中

6 王桀曦 個人組-社會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章紫翔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景文科大

2 陳冠綸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景文科大

3 鄭楷峻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大仁科大

4 黃俊魁(長榮大學)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長榮國中

5 王脩文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60Kg 九如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江家慶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二級：-66Kg 德明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煜棠(高師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三級：-73Kg 高雄市柔委會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鄭筠瑋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景文科大

2 張嘉祐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吳鳳科大

3 張家瑋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崑山科大

4 曾佐鴻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四級：-81Kg 崑山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翔宇(南開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2 陳重嶧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吳鳳科大

3 黃奕晨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吳鳳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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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菖紘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五級：-90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簡子平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六級：-100Kg 陸軍專校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書弘.拉告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土城區柔委會

2 曾虹翊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吳鳳科大

3 陳嘉淳 個人組-大專男子甲組-第七級：+100Kg 崑山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鄭宥淳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五級：-70Kg 崑山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楊雅婷(屏東大學)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廖芷莛(高師大)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高雄市柔委會

2 盧盈均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崑山科大

3 賴慧君(屏東大學)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三級：-57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品臻(文化大學)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花蓮縣柔委會

2 陳郁苓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四級：-63Kg 大仁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珮晴 個人組-大專女子甲組-第七級：+78Kg 景文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晉毅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臺南市柔委會

2 林郁樹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台東縣柔委會

3 李岳洋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柔推廣協會

4 林文淵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柔推廣協會

5 謝岳勳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台中市柔道館

6 陳顥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臨福柔道館

7 黃祐詮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陸軍專校

8 徐旭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9 葉宗祐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0 周宇哲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市新民國中

11 張允銘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安樂高中

12 陳宥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溪崑國中

13 沈韋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4 張睿原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5 陳勁均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6 紀政源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7 鄭立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8 羅俊亮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三民高中

19 邱醒哲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蘇澳海事

20 溫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南澳高中

21 古建霖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觀音高中

22 陳永正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觀音高中

23 尹誠希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壽山高中

24 邱嶧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壽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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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賴昱誌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苑裡高中

26 蔡汶芫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中市新民高中

27 謝翔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和美實校

28 許哲瑜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和美實校

29 余志培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南投高中

30 馬煥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南投高中

31 林能廣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安溪國中

32 兵言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安溪國中

33 林承宏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文山高中

34 莊世寶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福誠高中

35 林坤霖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福誠高中

36 謝韋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福誠高中

37 呂昱緯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福誠高中

38 李塏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海青高工

39 田威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海青高工

40 韓福溢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海青高工

41 柯宇桓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海青高工

42 莊玉麟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屏東大同高中

43 林柏智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枋寮高中

44 潘亮哲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枋寮高中

45 劉佑賢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九如國中

46 周子騫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卑南國中

47 蘇家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卑南國中

48 邱少閎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49 王子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0 林錦煌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1 陳冠廷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2 吳竑緯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3 戴緯誠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4 柯瑞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5 葉澄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6 王辛家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7 林哲煜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58 呂澤熙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蘇昱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基隆市柔委會

2 林威成(羅東高工)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宜蘭縣柔委會

3 梁健朗(台體大)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台中市柔道館

4 文浩任(台東大學)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5 郭裕銘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臨福柔道館

6 郭宥伸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北市新民國中

7 戴子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仰德高中

8 林璽權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三民高中

9 陳俊丞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三民高中

10 陳勁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三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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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中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三民高中

12 呂紹銨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三民高中

13 陳振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蘇澳海事

14 溫健穎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南澳高中

15 柳昊霆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南澳高中

16 謝昊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壽山高中

17 伍芷桀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中市新民高中

18 黄偉誠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和美實校

19 李秉宸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和美實校

20 繆秉融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和美實校

21 鄭晏丞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海盜運動俱樂部

22 張俊緯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長榮國中

23 陳奕愷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長榮國中

24 謝靖愷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文山高中

25 嚴軍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高市忠孝國中

26 林可宸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屏東大同高中

27 李祖耀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屏東大同高中

28 鄭存佑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枋寮高中

29 許耀升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九如國中

30 王彥博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九如國中

31 潘嘉瑋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九如國中

32 鄭林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卑南國中

33 胡勝元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卑南國中

34 陳品逸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新埔國中

35 李睿哲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杜先政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屏東縣柔委會

2 林啟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台中港柔道館

3 朱晉億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4 詹竣宇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5 方礽宸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6 賴凱佑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北市新民國中

7 詹家宥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仰德高中

8 王暐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仰德高中

9 李皓揚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三民高中

10 林韋柏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三民高中

11 彭宇森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南澳高中

12 吳浩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南澳高中

13 陳澤為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觀音高中

14 黃俊曄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觀音高中

15 高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壽山高中

16 劉貴祥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壽山高中

17 唐琨程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和美實校

18 洪皓展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和美實校

19 柯雅修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文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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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瑋柏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福誠高中

21 陳有成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海青高工

22 陳昱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高市忠孝國中

23 包克傑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枋寮高中

24 陳梓傑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卑南國中

25 徐子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卑南國中

26 林廷晧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余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北柔推廣協會

2 林祐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北市大同高中

3 湯崇禹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北市大同高中

4 戴有唯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北市新民國中

5 黃耀霆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仰德高中

6 詹裕佑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三民高中

7 廖宇弘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三民高中

8 林家麒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樹林高中

9 謝民哲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南澳高中

10 吳念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觀音高中

11 唐子富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壽山高中

12 楊正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中市新民高中

13 謝鎧鴻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和美實校

14 陳震烜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南投高中

15 邱顯益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安溪國中

16 蔡慶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福誠高中

17 呂長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福誠高中

18 彼亞.勒夫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屏東大同高中

19 汪立群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枋寮高中

20 鄭鴻禧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卑南國中

21 高承煜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壯圍國中

22 謝明澔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新埔國中

23 黃宥誠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徐宗隆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吳俊輝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臨福柔道館

3 郭叡安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安樂高中

4 陳振涵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蘇澳海事

5 曹睿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蘇澳海事

6 徐郅森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南澳高中

7 宋晨峰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中市新民高中

8 鄭宇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和美實校

9 劉宥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嘉華高中

10 湯凡毅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長榮國中

11 尤麒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福誠高中

12 田信捷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卑南國中

13 蕭勝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新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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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吳品慶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洪威程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仰德高中

2 徐紹慈(北科附工)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壽山高中

3 陳燿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南投高中

4 劉安昱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福誠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沈泉亦(宜蘭高商)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宜蘭縣柔委會

2 蔡世恩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仰德高中

3 張珉豪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蘇澳海事

4 黃凱祈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和美實校

5 王昱竣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南投高中

6 陳柏諺(水上國中)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嘉華高中

7 楊丞威 個人組-社會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柯驊芳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三民高中

2 邱卉汝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觀音高中

3 劉于瀾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福誠高中

4 林佳俞(左營國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海青高工

5 黃宜柔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屏東大同高中

6 蕭少薇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枋寮高中

7 莊千旻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五級：-70Kg 壯圍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湘婷(花蓮女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花蓮縣柔委會

2 田易璇(崇德國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3 張語柔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北市新民國中

4 周靜妤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北市新民國中

5 杜美慧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三民高中

6 林辰樺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苑裡高中

7 李亞芯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苑裡高中

8 蔡汶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中市新民高中

9 黃珮宸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中市新民高中

10 林妍柔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安溪國中

11 焦禹珊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文山高中

12 沈霈瑩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福誠高中

13 楊晨郁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福誠高中

14 柯妮兒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福誠高中

15 任世亘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屏東大同高中

16 馬于辰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枋寮高中

17 武聖雅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枋寮高中

18 杜瑀恩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枋寮高中

19 劉歆蕾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枋寮高中

20 張鈞蓉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卑南國中

21 曾馨儀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卑南國中

22 陽景瑜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卑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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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沈鈺芯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壯圍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靜怡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基隆市柔委會

2 洪嘉蔓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板橋區柔委會

3 張語晴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北市新民國中

4 吳昕鎂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三民高中

5 林家媗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觀音高中

6 李茹玄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壽山高中

7 何恩淑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中市新民高中

8 陳姵筑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和美實校

9 呂笙安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海盜運動俱樂部

10 蔡鈺旻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長榮國中

11 何熏綺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文山高中

12 蔡人慧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福誠高中

13 楊恩婷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福誠高中

14 胡璤敏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海青高工

15 林禹辰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6 吳君岑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7 黃佩琪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8 郭家安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9 曾品熏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枋寮高中

20 柯利蓁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九如國中

21 曾鈺茵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九如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鎂嫻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仰德高中

2 王琪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蘇澳海事

3 張可瑜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南澳高中

4 蒙韻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壽山高中

5 張絜晴(龜山國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壽山高中

6 黄庭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苑裡高中

7 伍筱麥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中市新民高中

8 吳敏綺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南投高中

9 蔡譽雯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長榮國中

10 蔣珮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文山高中

11 王芷縈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福誠高中

12 李雅錦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福誠高中

13 洪梓熏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福誠高中

14 邱子芹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海青高工

15 毛聖慈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海青高工

16 楚雁淩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海青高工

17 梁佩彤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屏東大同高中

18 胡慧恩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賴郁昕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北市新民國中

2 紀姵宇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仰德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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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蔣雅婷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仰德高中

4 潘妍蓉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安樂高中

5 陳雨翎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正德國中

6 蔡聖芳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三民高中

7 簡安旎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蘇澳海事

8 袁彩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中市新民高中

9 黃敏宣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和美實校

10 王儷鈞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和美實校

11 蔡侑蓁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南投高中

12 江妤婷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海青高工

13 鍾沁妤(左營國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海青高工

14 簡佑同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屏東大同高中

15 鄔孝琪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枋寮高中

16 鍾佳惠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九如國中

17 古蓁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謝孟婷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六級：-78Kg 海青高工

2 陳沛綾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六級：-78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心穎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七級：+78Kg 臨福柔道館

2 莊樺琪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七級：+78Kg 南投高中

3 張孆之(左營國中)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七級：+78Kg 海青高工

4 邱瑞萱 個人組-社會女子乙組-第七級：+78Kg 九如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承緯(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臺南市柔委會

2 鄭宇宸〈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營區柔委會

3 楊勝安〈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新營區柔委會

4 白唯聖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德明科大

5 盧省吾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陸軍專校

6 侯宗邑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陸軍專校

7 陳泊諺(台北海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北投國中

8 藍國豪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60Kg 九如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榮祥(大葉大學)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彰化縣柔委會

2 許雄范(朝陽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台中港柔道館

3 梁健朗(台體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台中市柔道館

4 文浩任(台東大學)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5 游家傑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德明科大

6 廖昌壕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吳鳳科大

7 楊博翔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吳鳳科大

8 徐翊富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吳鳳科大

9 鍾子崴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陸軍專校

10 黃志勛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陸軍專校

11 蕭富郁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陸軍專校

12 邱建翔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陸軍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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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林志勇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二級：-66Kg 崑山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范聖維(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新營區柔委會

2 劉德騰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新營區柔委會

3 程建銅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德明科大

4 郭建祥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吳鳳科大

5 林沛宏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陸軍專校

6 張育絃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陸軍專校

7 黃柔穆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陸軍專校

8 鄭翔予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三級：-73Kg 陸軍專校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曾裕翔〈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新營區柔委會

2 劉奕寬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德明科大

3 沈峻佑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吳鳳科大

4 許志賢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吳鳳科大

5 魏浚愷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吳鳳科大

6 曾埕杰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陸軍專校

7 闕嘉辰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陸軍專校

8 董誠翰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四級：-81Kg 陸軍專校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宣瑋(建國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彰化縣柔委會

2 張朝凱〈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五級：-90Kg 新營區柔委會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宇謙(朝陽科大)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台中港柔道館

2 張凱竣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六級：-100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世德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吳鳳科大

2 馬睿翊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吳鳳科大

3 康嘉慶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吳鳳科大

4 黃泰鈞 個人組-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100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羅宛葶(中山醫大)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臺南市柔委會

2 周樂綺(朝陽科大)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台中港柔道館

3 駱亦慈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德明科大

4 林奕圻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德明科大

5 謝湄玲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一級：-48Kg 崑山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洪嘉蔓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板橋區柔委會

2 林品臻〈高雄科大〉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新營區柔委會

3 郭俐辰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德明科大

4 陳怡君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吳鳳科大

5 張雯琇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二級：-52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鄭虹君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新營區柔委會

2 何佳玲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德明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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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莉玲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景文科大

4 郭卉文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吳鳳科大

5 吳俐蓉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三級：-57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朱芷萱(東華大學)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花蓮縣柔委會

2 簡韶霈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德明科大

3 張雅晴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四級：-63Kg 吳鳳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鄧芸真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七級：+78Kg 景文科大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佩瑩 個人組-大專女子乙組-第五級：-63Kg 陸軍專校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劉哲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楊梅高中

2 張志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大理高中

3 葉宗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北市大同高中

4 柯以臣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仰德高中

5 陳泯錡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明德高中

6 李恒毅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竹圍高中

7 方廷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竹圍高中

8 穆亭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竹圍高中

9 林業昇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錦和高中

10 沈奕中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錦和高中

11 蔡承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錦和高中

12 古建霖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觀音高中

13 尹誠希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壽山高中

14 張廷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苑裡高中

15 黃祥銘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后綜高中

16 張益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后綜高中

17 余志培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南投高中

18 馬煥庭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南投高中

19 許舜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中正高工

20 張庭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中正高工

21 焦冠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文山高中

22 蔡明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文山高中

23 陳宇陽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文山高中

24 莊世寶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福誠高中

25 韓福溢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海青高工

26 林柏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枋寮高中

27 潘亮哲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枋寮高中

28 梁柏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一級：-55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許佑熏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楊梅高中

2 許民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楊梅高中

3 江英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楊梅高中

4 曾韋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楊梅高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10年全國柔道錦標賽個人組報名名單

5 林子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士林高商

6 黃宥達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士林高商

7 黃璿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士林高商

8 張廷璘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士林高商

9 莊秉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大理高中

10 陳少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大理高中

11 徐旭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2 馬偉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北市大同高中

13 沈保宏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明德高中

14 曾宇陽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明德高中

15 鄭水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竹圍高中

16 潘思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竹圍高中

17 陳威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錦和高中

18 高承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蘇澳海事

19 陳永正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觀音高中

20 邱嶧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壽山高中

21 陳新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壽山高中

22 賴昱誌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苑裡高中

23 姜天晟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后綜高中

24 陳伯綸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中市新民高中

25 楊紹生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中市新民高中

26 劉竣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中市新民高中

27 謝翔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和美實校

28 許哲瑜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和美實校

29 劉恩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同德高中

30 郭宥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長榮國中

31 陳竣咏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中正高工

32 柯竣升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文山高中

33 李鎧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文山高中

34 林承宏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文山高中

35 林坤霖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福誠高中

36 柯宇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海青高工

37 李塏翔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海青高工

38 江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二級：-60Kg 東泰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博諺(東港海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屏東縣柔委會

2 吳貴中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楊梅高中

3 張梓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楊梅高中

4 甘兆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楊梅高中

5 陳祈衡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士林高商

6 莊琮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士林高商

7 李効燁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士林高商

8 張耕銜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士林高商

9 黃威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士林高商

10 王博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大理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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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林奕榮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大理高中

12 莊宜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北市大同高中

13 戴子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仰德高中

14 林哲永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明德高中

15 林庭茂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明德高中

16 蔡宗穎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明德高中

17 陳家豪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明德高中

18 陳諺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明德高中

19 林禹衡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竹圍高中

20 王柏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竹圍高中

21 李達蘊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壽山高中

22 魏志豪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后綜高中

23 陳玟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中市新民高中

24 黄偉誠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和美實校

25 李秉宸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和美實校

26 繆秉融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和美實校

27 張俊緯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長榮國中

28 陳奕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長榮國中

29 顏志霖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中正高工

30 謝靖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文山高中

31 江鎧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文山高中

32 張嘉發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福誠高中

33 楊佑彬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海青高工

34 李祖耀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屏東大同高中

35 林可宸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屏東大同高中

36 鄭存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枋寮高中

37 張昱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臺東體中

38 林展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三級：-66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晨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楊梅高中

2 郭又豪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大理高中

3 朱晉億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4 方礽宸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5 詹竣宇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北市大同高中

6 詹家宥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仰德高中

7 王暐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仰德高中

8 王元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明德高中

9 朱晉良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明德高中

10 魏世鑫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竹圍高中

11 彭宇森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南澳高中

12 陳澤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觀音高中

13 高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壽山高中

14 何承茂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后綜高中

15 劉柏甫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后綜高中

16 吳家延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中市新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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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廖品鴻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中市新民高中

18 劉維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和美實校

19 唐琨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和美實校

20 黃星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和美實校

21 洪皓展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和美實校

22 謝銘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南投高中

23 尚羿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長榮國中

24 林品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文山高中

25 賴彥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文山高中

26 柯雅修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文山高中

27 黃裕麟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福誠高中

28 陳瑋柏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福誠高中

29 郭宇君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海青高工

30 戴柏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四級：-73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游宸昊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士林高商

2 林祐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北市大同高中

3 湯崇禹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北市大同高中

4 黃耀霆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仰德高中

5 曾嘉奕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明德高中

6 許善哲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明德高中

7 江孟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錦和高中

8 吳杰昇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錦和高中

9 李旻諺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錦和高中

10 黃家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錦和高中

11 林家麒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樹林高中

12 簡子淇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壽山高中

13 唐子富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壽山高中

14 蔣承潤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苑裡高中

15 鄭信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苑裡高中

16 徐新翔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后綜高中

17 邱慶霖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中市新民高中

18 陳重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中市新民高中

19 李仁豪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和美實校

20 謝鎧鴻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和美實校

21 洪銘昌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中正高工

22 林承諭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福誠高中

23 蔡慶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福誠高中

24 呂長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福誠高中

25 藍千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海青高工

26 廖嘉鈞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枋寮高中

27 林柏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臺東體中

28 吳政紘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五級：-81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邱柏憲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楊梅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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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奕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大理高中

3 羅家成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北市大同高中

4 洪威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仰德高中

5 張丞佑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竹圍高中

6 陳正崴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蘇澳海事

7 毛俊顥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苑裡高中

8 廖祐浤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后綜高中

9 卓駿杰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中市新民高中

10 蔡杰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中市新民高中

11 黃子騫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和美實校

12 孫崇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和美實校

13 鄭宇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和美實校

14 湯凡毅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長榮國中

15 尤麒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福誠高中

16 柯浩偉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枋寮高中

17 黃智堯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臺東體中

18 孫立威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六級：-90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曾宥善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楊梅高中

2 白振祥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大理高中

3 蔡世恩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仰德高中

4 吳東隆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竹圍高中

5 徐紹慈(北科附工)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壽山高中

6 林恩霆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文山高中

7 劉安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福誠高中

8 楊翔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七級：-100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冠銓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竹圍高中

2 江坤達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錦和高中

3 黃凱祈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和美實校

4 黄晟瑋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和美實校

5 王昱竣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南投高中

6 鍾廷岳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中正高工

7 楊浩廷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枋寮高中

8 張寓凱 個人組-高中男子組-第八級：+100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詹琬喻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仰德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采霓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一級：-44Kg 楊梅高中

2 鄭匯穎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一級：-44Kg 大理高中

3 鍾霓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一級：-44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邱之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楊梅高中

2 吳香瑩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士林高商

3 陳冠芸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大理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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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林俞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錦和高中

5 陳韋如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壽山高中

6 李亞芯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苑裡高中

7 黃詩涵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后綜高中

8 蔡汶玲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中市新民高中

9 黃珮宸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中市新民高中

10 焦禹珊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文山高中

11 沈霈瑩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福誠高中

12 楊晨郁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福誠高中

13 林宇瑄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海青高工

14 任世亘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屏東大同高中

15 蔡宜芹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屏東大同高中

16 沈奕君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二級：-48Kg 枋寮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池玲鳳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楊梅高中

2 蘇品瑜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大理高中

3 黃沛緹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北市大同高中

4 林宥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明德高中

5 林家媗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觀音高中

6 陳玗慈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壽山高中

7 何恩淑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中市新民高中

8 陳姵筑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和美實校

9 張郁羚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和美實校

10 蔡鈺旻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長榮國中

11 朱玟亭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中正高工

12 陳秀玉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文山高中

13 何熏綺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文山高中

14 蔡人慧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福誠高中

15 楊恩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福誠高中

16 胡璤敏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海青高工

17 黃佩琪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8 郭家安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19 沈奕熙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枋寮高中

20 郭方琦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枋寮高中

21 蕭妍妤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枋寮高中

22 陽惠羽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三級：-52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余旻樺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大理高中

2 鄭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大理高中

3 張庭語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大理高中

4 黃鎂嫻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仰德高中

5 王品淳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明德高中

6 朱曉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錦和高中

7 曹佳怡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錦和高中

8 周芸毓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觀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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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蒙韻庭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壽山高中

10 黄庭萱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苑裡高中

11 伍筱麥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中市新民高中

12 柯妤崡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中市新民高中

13 施雅娟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和美實校

14 蔡譽雯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長榮國中

15 張佩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長榮國中

16 禹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文山高中

17 蔣珮萱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文山高中

18 林葳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文山高中

19 劉子芸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福誠高中

20 王芷縈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福誠高中

21 邱子芹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海青高工

22 毛聖慈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海青高工

23 陳冠蓁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屏東大同高中

24 徐敏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枋寮高中

25 陳台蓁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臺東體中

26 高天愛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臺東體中

27 王惠薰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四級：-57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瑜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楊梅高中

2 宋語湘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士林高商

3 林淇真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北市大同高中

4 紀姵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仰德高中

5 蔣雅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仰德高中

6 游芯慧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竹圍高中

7 賴宇宣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苑裡高中

8 陳育燁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苑裡高中

9 黃思瑜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后綜高中

10 余懿芳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后綜高中

11 詹育晴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中市新民高中

12 袁彩庭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中市新民高中

13 黃敏宣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和美實校

14 黃茵婕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和美實校

15 黃偲瑜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和美實校

16 王儷鈞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和美實校

17 許乃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同德高中

18 黃心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文山高中

19 李侃蓓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文山高中

20 梁曉曉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文山高中

21 江妤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海青高工

22 簡佑同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屏東大同高中

23 曾鈺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臺東體中

24 盧玉香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五級：-63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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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㚬慈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楊梅高中

2 卓越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大理高中

3 徐捷愉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錦和高中

4 邱卉汝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觀音高中

5 翁杏瑤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同德高中

6 黃宜柔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屏東大同高中

7 温王佳心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六級：-70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余欣苡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七級：-78Kg 楊梅高中

2 謝孟婷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七級：-78Kg 海青高工

3 朱怡璇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七級：-78Kg 海青高工

4 陳沛綾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七級：-78Kg 屏東大同高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瀅瀅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八級：+78Kg 錦和高中

2 莊樺琪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八級：+78Kg 南投高中

3 潘裕欣 個人組-高中女子組-第八級：+78Kg 臺東體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潘威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北市大同高中

2 王品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明德高中

3 郭宇銨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竹圍高中

4 張鈞綦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竹圍高中

5 沈大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錦和高中

6 鄭宗陽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會稽國中

7 劉義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會稽國中

8 顧程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會稽國中

9 劉洧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觀音高中

10 林振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楊梅國中

11 張宏孝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楊梅國中

12 鍾羽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尖石國中

13 陳翊良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致民國中

14 李定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致民國中

15 黃俊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后里國中

16 羅仁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豐原國中

17 陳俊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草屯國中

18 黃宏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草屯國中

19 黃祥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草屯國中

20 陳冠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南崗國中

21 莊志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太子國中

22 吳恩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中庄國中

23 楊宗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翠屏國中

24 鍾家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臺東體中

25 李俊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臺東體中

26 林驛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卑南國中

27 王瀧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卑南國中

28 段云川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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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張益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30 廖品硯(桃源國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31 陳致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32 李宥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33 林家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一級：-38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駱辰峯(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新竹市柔委會

2 林冠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伸港國中

3 周佑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明德高中

4 江璨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土城國中

5 張凱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江翠國中

6 趙若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江翠國中

7 陸裕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江翠國中

8 蔡元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正德國中

9 羅鎮漢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竹圍高中

10 林子又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竹圍高中

11 許能傑(竹圍高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竹圍高中

12 孫啟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溪崑國中

13 劉昊軍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錦和高中

14 陳冠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楊梅國中

15 陳沿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楊梅國中

16 陳威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楊梅國中

17 烏嘉佑(幸福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壽山高中

18 雲思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尖石國中

19 李冠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致民國中

20 詹學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致民國中

21 蔣東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致民國中

22 吳伯陽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后里國中

23 陳嘉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南崗國中

24 孫誠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南崗國中

25 林柏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南崗國中

26 詹子賢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立德國中

27 陳奕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立德國中

28 沈偉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同富國中

29 曾宥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二崙國中

30 柯泊爾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福誠高中

31 劉洋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福誠高中

32 林立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枋寮高中

33 劉逸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臺東體中

34 柯懷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臺東體中

35 朱國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臺東體中

36 王韋綸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豐南國中

37 林紹詮(新埔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新埔國中

38 陳昱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新埔國中

39 詹盛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二級：-42Kg 新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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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許宏恩 桃源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張鈞翔(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新竹市柔委會

3 周維翰(北勢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台中市柔道館

4 楊博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民權國中

5 鍾兆淮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北市新民國中

6 林俊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北市新民國中

7 黃宣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明德高中

8 邱柏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土城國中

9 蔡明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正德國中

10 張惠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正德國中

11 王得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溪崑國中

12 李丞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中山國中

13 鍾挺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中山國中

14 豊立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南澳高中

15 曾俊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會稽國中

16 李奕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會稽國中

17 林建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楊梅國中

18 許瑋桀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楊梅國中

19 烏嘉均(幸福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壽山高中

20 朱翌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致民國中

21 曾韋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致民國中

22 陳韋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后里國中

23 張凱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后里國中

24 張佑頡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豐原國中

25 陳棟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神岡高中

26 柯國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桃源國中

27 張勛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桃源國中

28 周宇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草屯國中

29 曾富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南崗國中

30 陳彥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南崗國中

31 陳孟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安溪國中

32 伍瑞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同富國中

33 許博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太子國中

34 洪睿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中庄國中

35 顏永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翠屏國中

36 王峻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翠屏國中

37 韓子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瑪家國中

38 王聖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枋寮高中

39 林家禾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枋寮高中

40 高旻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泰武國中

41 李旻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卑南國中

42 孫國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卑南國中

43 江杰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豐南國中

44 謝語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新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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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陳聖詮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新埔國中

46 高紹洵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新埔國中

47 陳振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三級：-46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榆浩 桃源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施尚呈(南榮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屏東縣柔委會

3 周于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大理高中

4 羅宇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大理高中

5 沈少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明德高中

6 楊秉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明德高中

7 林靖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江翠國中

8 林育伸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正德國中

9 廖建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0 吳東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1 吳瑋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2 王爵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3 顏碩亨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4 汪禹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溪崑國中

15 楊博涵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錦和高中

16 吳哲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中山國中

17 黃陞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中山國中

18 楊浩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觀音高中

19 陳晨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楊梅國中

20 方偉星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尖石國中

21 徐子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尖石國中

22 高子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苑裡高中

23 呂家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致民國中

24 蘇奕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致民國中

25 賴泓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致民國中

26 陳韋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后里國中

27 張恭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后里國中

28 廖柏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豐原國中

29 劉仲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后綜高中

30 吳翊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后綜高中

31 粘鈞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鹿鳴國中

32 江恩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草屯國中

33 周政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草屯國中

34 林廷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南崗國中

35 薛庭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立德國中

36 陳宏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安溪國中

37 阿諾伊斯坦大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同富國中

38 吳仲勛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中庄國中

39 吳俊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中庄國中

40 林昀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翠屏國中

41 林大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翠屏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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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韓福樂(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海青高工

43 周紹祺(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海青高工

44 張育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瑪家國中

45 王柏証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九如國中

46 葉峻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九如國中

47 薛理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臺東體中

48 林冠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豐南國中

49 李祐寧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新埔國中

50 柯瑞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四級：-50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彥翰(桃源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台北市柔委會

2 胡奕堯(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竹市柔委會

3 張鴻慈(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竹市柔委會

4 張家緯(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竹市柔委會

5 吳承翔(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竹市柔委會

6 詹宸尚(惠文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7 馮宗祈(南興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8 黃致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伸港國中

9 羅永在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大理高中

10 朱翊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北市大同高中

11 林宇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北市大同高中

12 王言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明德高中

13 李曜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土城國中

14 楊傑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土城國中

15 黃煜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江翠國中

16 羅上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江翠國中

17 吳貴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碧華國中

18 林暐宸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碧華國中

19 林立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竹圍高中

20 王海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竹圍高中

21 王柏翰(古亭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溪崑國中

22 周品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錦和高中

23 郭佳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中山國中

24 王朔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中山國中

25 林浩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澳高中

26 呂智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楊明國中

27 劉庭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會稽國中

28 吳奕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會稽國中

29 黃顥(龜山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壽山高中

30 簡士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尖石國中

31 徐子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尖石國中

32 徐昱鎧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尖石國中

33 江泓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苑裡高中

34 黃育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35 黃柏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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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劉承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37 劉承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38 宋政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39 田智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40 陳育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致民國中

41 黃思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2 董家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3 鄭霖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4 賴侑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5 賴靖勝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6 吳辰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后里國中

47 張智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豐原國中

48 溫兆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神岡高中

49 李柏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神岡高中

50 黃宥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鹿鳴國中

51 陳韋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埔鹽國中

52 吳育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埔鹽國中

53 胡佳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草屯國中

54 陳嘉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崗國中

55 陳秉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崗國中

56 陳科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崗國中

57 吳旻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崗國中

58 陳耀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南崗國中

59 兵言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安溪國中

60 謝丞一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同富國中

61 沈俞孝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二崙國中

62 程吳漢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二崙國中

63 林祐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二崙國中

64 郭倍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二崙國中

65 陳宗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太子國中

66 王柏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太子國中

67 林冠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中庄國中

68 蘇玄毫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翠屏國中

69 陳允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福誠高中

70 邱信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福誠高中

71 李鎬哲(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海青高工

72 陳尚臻(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海青高工

73 羅丞禹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海青高工

74 許紹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海青高工

75 陳冠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瑪家國中

76 王亞瑟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枋寮高中

77 孫義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枋寮高中

78 張志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泰武國中

79 鍾喬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泰武國中

80 吳毅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泰武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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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鍾怡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泰武國中

82 王柏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九如國中

83 黃智禹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臺東體中

84 歐恩賜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臺東體中

85 周子騫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卑南國中

86 潘建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卑南國中

87 潘宥好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卑南國中

88 李承家(至正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海豐國小

89 陳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壯圍國中

90 廖浚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豐南國中

91 林逸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豐南國中

92 陳宣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豐南國中

93 林泰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豐南國中

94 王子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埔國中

95 陳冠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埔國中

96 戴緯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埔國中

97 葉澄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埔國中

98 邱少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五級：-55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亮瑞 桃源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陳柏佑 桃源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台北市柔委會

3 陳冠儒(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竹市柔委會

4 洪國通(南榮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屏東縣柔委會

5 莊柏宇(員山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宜蘭縣柔委會

6 許維中(居仁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7 陳廷軒(崇德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8 蔡昕叡(花崗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幸福柔道教室

9 林士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大理高中

10 王聖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民權國中

11 傅士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民權國中

12 詹凱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北市新民國中

13 周宇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北市新民國中

14 張育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北市新民國中

15 謝偉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北市新民國中

16 蘇士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明德高中

17 李明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土城國中

18 謝昇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土城國中

19 李柏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土城國中

20 林世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竹圍高中

21 陳秉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竹圍高中

22 張恩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竹圍高中

23 吳子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竹圍高中

24 陳宥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溪崑國中

25 吳思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溪崑國中

26 吳卓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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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周宬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中山國中

28 溫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南澳高中

29 彭睿凡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楊明國中

30 張智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會稽國中

31 張恩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會稽國中

32 柯宇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會稽國中

33 徐立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會稽國中

34 李承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會稽國中

35 張友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觀音高中

36 賴旻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楊梅國中

37 葉恩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楊梅國中

38 黃彥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尖石國中

39 謝其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致民國中

40 彭允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致民國中

41 許輔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致民國中

42 胡智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致民國中

43 林東毅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后里國中

44 陳永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后里國中

45 曾嘉湟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后里國中

46 周聖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豐原國中

47 陳奕叡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豐原國中

48 韓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豐原國中

49 王科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鹿鳴國中

50 梁宏葦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埔鹽國中

51 黃世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草屯國中

52 林岑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南崗國中

53 廖宏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南崗國中

54 李詠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南崗國中

55 黃柏盛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安溪國中

56 林能廣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安溪國中

57 達倫‧索克魯曼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同富國中

58 程逸勛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二崙國中

59 李彥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二崙國中

60 鍾博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二崙國中

61 許坤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二崙國中

62 林昀毅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翠屏國中

63 吳冠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翠屏國中

64 李亞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文山高中

65 謝韋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福誠高中

66 蘇郁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福誠高中

67 薛丞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福誠高中

68 林慶傑(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海青高工

69 王立晨(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海青高工

70 魏培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海青高工

71 莊玉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屏東大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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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尤韓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枋寮高中

73 黃聖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枋寮高中

74 柯威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枋寮高中

75 王昱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泰武國中

76 劉佑賢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九如國中

77 張壢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九如國中

78 潘家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九如國中

79 胡恩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0 林胤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1 林敬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2 吳晟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3 林昱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4 林威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臺東體中

85 蘇家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卑南國中

86 陳力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壯圍國中

87 王嘉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88 林錦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89 吳竑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90 王辛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91 呂澤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92 林哲煜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93 涂洲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六級：-60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紫睿(豐東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台中市柔道館

2 陳毅棋(忠明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3 陳佑杰(東仁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4 曾信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伸港國中

5 鄒承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北市大同高中

6 張育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北市大同高中

7 吳昕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民權國中

8 陳信良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民權國中

9 郭宥伸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北市新民國中

10 黃鈺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北市新民國中

11 許嘉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北市新民國中

12 林信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明德高中

13 吳上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土城國中

14 黃室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江翠國中

15 李耿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溪崑國中

16 陳宗筵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溪崑國中

17 劉哲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溪崑國中

18 顏碩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溪崑國中

19 鍾承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溪崑國中

20 游國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八里國中

21 官文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八里國中

22 傅冠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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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鄭益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山國中

24 黃致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山國中

25 林昶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楊明國中

26 楊景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楊明國中

27 李侑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會稽國中

28 許禾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會稽國中

29 周俊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會稽國中

30 陳泓瑀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會稽國中

31 趙令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楊梅國中

32 黃翌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楊梅國中

33 陳啟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楊梅國中

34 陳湧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后里國中

35 王昱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鹿鳴國中

36 王琨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鹿鳴國中

37 倪新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鹿鳴國中

38 陳浩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埔鹽國中

39 高詠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桃源國中

40 陳羿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南崗國中

41 黃敬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南崗國中

42 黃上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南崗國中

43 朱宥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立德國中

44 林禹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安溪國中

45 林育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安溪國中

46 廖建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二崙國中

47 蔡府罡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二崙國中

48 曹人方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二崙國中

49 陳子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民德國中

50 李宗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太子國中

51 雷子謙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庄國中

52 楊禮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中庄國中

53 林越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翠屏國中

54 何耀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翠屏國中

55 吳佳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翠屏國中

56 陳冠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翠屏國中

57 陳品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福誠高中

58 陳冠鳴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福誠高中

59 葉先敬(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海青高工

60 郭宸均(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海青高工

61 嚴軍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高市忠孝國中

62 溫顥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枋寮高中

63 戴瑞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泰武國中

64 許耀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九如國中

65 潘嘉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九如國中

66 王彥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九如國中

67 陳憲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九如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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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洪隆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九如國中

69 洪明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臺東體中

70 吳政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臺東體中

71 戴日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卑南國中

72 胡勝元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卑南國中

73 鄭林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卑南國中

74 林俊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豐南國中

75 陳品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新埔國中

76 李睿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七級：-66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莊裕勝(南榮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屏東縣柔委會

2 昇平國中鍾奕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3 蘇國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伸港國中

4 王聖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伸港國中

5 朱宥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大理高中

6 鄭宜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民權國中

7 鄭文盛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北市新民國中

8 賴凱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北市新民國中

9 陳瑞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土城國中

10 柯昶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土城國中

11 劉宇軒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土城國中

12 葉羿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江翠國中

13 陳彥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江翠國中

14 姚偉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正德國中

15 葉文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正德國中

16 郭育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正德國中

17 葉宏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碧華國中

18 李秉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溪崑國中

19 江孟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中山國中

20 黃昱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楊明國中

21 邱于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會稽國中

22 黃俊曄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觀音高中

23 李元耀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楊梅國中

24 劉秉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楊梅國中

25 羅大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尖石國中

26 張元昕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苑裡高中

27 廖國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致民國中

28 陳彥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致民國中

29 江冠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豐原國中

30 廖陳麒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豐原國中

31 劉庭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豐原國中

32 張崇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鹿鳴國中

33 高子毅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桃源國中

34 何昀哲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草屯國中

35 邱浤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南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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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王名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南崗國中

37 廖易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南崗國中

38 薛幼彥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立德國中

39 元聖鑫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立德國中

40 陽勛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同富國中

41 廖崇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二崙國中

42 李家呈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太子國中

43 邱維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翠屏國中

44 郭昌諭(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海青高工

45 謝晉堯 (茂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海青高工

46 武誠皓 (茂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海青高工

47 陳昱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高市忠孝國中

48 陳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枋寮高中

49 包克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枋寮高中

50 鄭帝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泰武國中

51 王家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九如國中

52 邱瑞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九如國中

53 郭逢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臺東體中

54 郭軒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臺東體中

55 翁王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臺東體中

56 林英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卑南國中

57 徐子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卑南國中

58 陳梓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卑南國中

59 林廷晧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新埔國中

60 吳玠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新埔國中

61 黃柏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八級：-73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孫啓昌(南榮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屏東縣柔委會

2 郭勃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新園國中

3 吳坤燦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新園國中

4 康家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大理高中

5 安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北市大同高中

6 戴有唯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北市新民國中

7 余冠呈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明德高中

8 余辰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正德國中

9 黃家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碧華國中

10 王宏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竹圍高中

11 劉子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竹圍高中

12 張元武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溪崑國中

13 吳紹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錦和高中

14 何億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八里國中

15 吳懿洋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會稽國中

16 吳念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觀音高中

17 林聖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尖石國中

18 張紘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苑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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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林永俊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豐原國中

20 卓映呈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豐原國中

21 王琨富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鹿鳴國中

22 陳畯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埔鹽國中

23 花辰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南崗國中

24 廖宜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南崗國中

25 歐懷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立德國中

26 邱顯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安溪國中

27 李日皓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二崙國中

28 謝閎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二崙國中

29 蔡君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二崙國中

30 蔡世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太子國中

31 陳意全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五甲國中

32 黃建益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翠屏國中

33 莊竑諺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翠屏國中

34 羅峻銘 (茂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海青高工

35 彼亞.勒夫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屏東大同高中

36 汪立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枋寮高中

37 阮信銘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九如國中

38 鄭鴻禧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卑南國中

39 江秉勳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卑南國中

40 高承煜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壯圍國中

41 劉天賜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壯圍國中

42 李建成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豐南國中

43 黃宥誠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新埔國中

44 謝明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九級：-81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徐冠億(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新竹市柔委會

2 黃立和(梅山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嘉義縣柔委會

3 林秋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新園國中

4 陳瑋晨(大業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5 洪秉寬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伸港國中

6 楊國群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大理高中

7 喬家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民權國中

8 陳星霖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正德國中

9 林庭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正德國中

10 王宥傑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正德國中

11 王宥喆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溪崑國中

12 林宏榛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溪崑國中

13 廖益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錦和高中

14 呂宸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錦和高中

15 王昱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八里國中

16 江晉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八里國中

17 徐郅森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南澳高中

18 呂禮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楊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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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黃運賜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楊梅國中

20 陳威呈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后里國中

21 林明睿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后里國中

22 廖彥丞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豐原國中

23 朱宏杰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豐原國中

24 劉育安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豐原國中

25 李宥昇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豐原國中

26 王文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豐原國中

27 黃立揚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南崗國中

28 康光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南投國中

29 李易修(立德國中)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立德國中

30 丘咸豪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立德國中

31 陳家誼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二崙國中

32 程鈺翔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二崙國中

33 李維恩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五甲國中

34 龍建治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翠屏國中

35 趙志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文山高中

36 朱嘉偉(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海青高工

37 楊丞威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枋寮高中

38 彭奎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臺東體中

39 田信捷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卑南國中

40 柯志彬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新埔國中

41 蕭勝凱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新埔國中

42 吳品慶 個人組-國中男子組-第十級：+81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依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北市新民國中

2 王郁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土城國中

3 黃昕葳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楊梅國中

4 鍾佩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尖石國中

5 顏琦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中庄國中

6 呂依倢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福誠高中

7 郭佳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高市忠孝國中

8 林樂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卑南國中

9 劉素玉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一級：-36Kg 壯圍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賴妤蕎(豐陽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台中市柔道館

2 歐陽昀熙(化仁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幸福柔道教室

3 林曉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明德高中

4 黃楀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土城國中

5 呂密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土城國中

6 潘若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土城國中

7 黃玟儀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楊梅國中

8 楊育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豐原國中

9 張瑀倢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鹿鳴國中

10 梁巧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埔鹽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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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謝芷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桃源國中

12 徐鈺媗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草屯國中

13 林詠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南崗國中

14 張粟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南崗國中

15 傅意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文山高中

16 楊儀渝(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二級：-40Kg 海青高工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古鈺慈(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新竹市柔委會

2 陳思嘉(花崗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花蓮縣柔委會

3 陳芊樺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民權國中

4 張語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北市新民國中

5 李沛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土城國中

6 韓    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土城國中

7 魏子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江翠國中

8 洪宇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正德國中

9 左佳千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溪崑國中

10 宋鄭羽含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溪崑國中

11 張羽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溪崑國中

12 林詩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錦和高中

13 潘沛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中山國中

14 陳韋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會稽國中

15 陳韋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會稽國中

16 郭芯語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觀音高中

17 黃子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尖石國中

18 吳昕芮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豐原國中

19 陳凱琦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埔鹽國中

20 施宜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和群國中

21 林妶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草屯國中

22 鄭子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安溪國中

23 司念妮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同富國中

24 王庭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二崙國中

25 周姵慈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太子國中

26 韓貞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太子國中

27 陳湘芸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五甲國中

28 謝子崴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翠屏國中

29 沈以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福誠高中

30 陳柏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福誠高中

31 鍾瀠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福誠高中

32 朱僑恩(茂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海青高工

33 包妤珊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枋寮高中

34 武聖雅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枋寮高中

35 馬于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枋寮高中

36 黃昱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臺東體中

37 陳思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臺東體中

38 耿雅苓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臺東體中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10年全國柔道錦標賽個人組報名名單

39 曾馨儀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卑南國中

40 張鈞蓉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卑南國中

41 何菁芸(至正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海豐國小

42 賴詩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三級：-44Kg 豐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李沛芯(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新竹市柔委會

2 楊沛芸(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新竹市柔委會

3 賴妤暄(豐陽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台中市柔道館

4 田易璇(崇德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5 石思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大理高中

6 鄭渝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民權國中

7 周靜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北市新民國中

8 陳姿羽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北市新民國中

9 李汧禧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明德高中

10 李若綺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明德高中

11 冉艾伶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土城國中

12 黃芯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土城國中

13 盧于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江翠國中

14 李育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正德國中

15 張惠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正德國中

16 陳芃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正德國中

17 邱子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中山國中

18 邱怡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楊梅國中

19 邱怡君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楊梅國中

20 鄭惠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楊梅國中

21 郭芷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后里國中

22 黃筱蓉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鹿鳴國中

23 施宜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埔鹽國中

24 陳湘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埔鹽國中

25 林郁蕙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和群國中

26 林妍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安溪國中

27 司慧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安溪國中

28 松念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同富國中

29 李立旋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翠屏國中

30 柯妮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福誠高中

31 余珮綺(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海青高工

32 儲希庭(大義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海青高工

33 陳侑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瑪家國中

34 劉歆蕾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枋寮高中

35 杜瑀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枋寮高中

36 呂伊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枋寮高中

37 孔佩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泰武國中

38 蕭丞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泰武國中

39 楊秀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臺東體中

40 溫謐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臺東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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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陽景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卑南國中

42 林芯羽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卑南國中

43 沈鈺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四級：-48Kg 壯圍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劉靖沛(崇德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2 王筱君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伸港國中

3 張恬綾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北投國中

4 葉盈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北投國中

5 王于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民權國中

6 張語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北市新民國中

7 吳方榆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北市新民國中

8 陳宥希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明德高中

9 王怡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土城國中

10 盧羽婕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江翠國中

11 楊子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正德國中

12 蘇怡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碧華國中

13 林詣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溪崑國中

14 陳品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溪崑國中

15 廖美如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溪崑國中

16 廖珮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溪崑國中

17 郭馥儀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溪崑國中

18 高鈺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錦和高中

19 邱伊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中山國中

20 陳以函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會稽國中

21 陳琦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會稽國中

22 簡思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會稽國中

23 李芯慈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尖石國中

24 林默亞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尖石國中

25 江幸珊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尖石國中

26 張秀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致民國中

27 鍾羽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致民國中

28 劉芳晴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后里國中

29 王芳怡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鹿鳴國中

30 高儀歆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桃源國中

31 高佳君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和群國中

32 陳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草屯國中

33 何品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草屯國中

34 林欣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南崗國中

35 張家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南投國中

36 黃慧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南投國中

37 李禮雪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安溪國中

38 朱瑋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安溪國中

39 陳帆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同富國中

40 彭詩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同富國中

41 廖珮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二崙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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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陳慶離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民德國中

43 焦妤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文山高中

44 林禹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45 吳君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屏東大同高中

46 曾品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枋寮高中

47 蕭丞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泰武國中

48 柯利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九如國中

49 曾鈺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九如國中

50 黃若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臺東體中

51 陳慧芸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卑南國中

52 林佩萱(至正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五級：-52Kg 海豐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思蘋(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新竹市柔委會

2 蔡羽軒(虎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新竹市柔委會

3 王映晨(豐南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台中市柔道館

4 周憶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伸港國中

5 曾鈺媗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伸港國中

6 游雲典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大理高中

7 沈伶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民權國中

8 高珮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北市新民國中

9 盧虹合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土城國中

10 全忻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土城國中

11 李昀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土城國中

12 黃品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江翠國中

13 潘柔儀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竹圍高中

14 李彥慧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錦和高中

15 陳湘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錦和高中

16 楊予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中山國中

17 張可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南澳高中

18 李凱伊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會稽國中

19 古沂翎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會稽國中

20 彭妍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楊梅國中

21 何雨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楊梅國中

22 張絜晴(龜山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壽山高中

23 林芷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尖石國中

24 陳恩汝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致民國中

25 張秀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致民國中

26 鄭妤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致民國中

27 劉芳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后里國中

28 林卉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原國中

29 陳霈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原國中

30 楊彩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原國中

31 吳昕旆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原國中

32 黃郁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鹿鳴國中

33 楊昕蕾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和群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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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張恩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草屯國中

35 田雅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草屯國中

36 韓似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南投國中

37 詹子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南投國中

38 黃如圓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民德國中

39 歐芝君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太子國中

40 劉瑜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五甲國中

41 洪玉佳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中庄國中

42 李雅錦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福誠高中

43 洪梓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福誠高中

44 梁佩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屏東大同高中

45 許芸熙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枋寮高中

46 楊玉萍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枋寮高中

47 陽宴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卑南國中

48 胡慧恩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卑南國中

49 曾韻佳(至正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海豐國小

50 曾昱寧(至正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海豐國小

51 沈映瑄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壯圍國中

52 湯微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南國中

53 王苡淨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南國中

54 葉芳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南國中

55 蕭家淇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六級：-57Kg 豐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胡愷玲(豐陽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台中市柔道館

2 陳念禎(忠明高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3 賴郁昕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北市新民國中

4 余可欣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土城國中

5 楊子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正德國中

6 莊侑穎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錦和高中

7 廖琪珍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中山國中

8 陳姵伶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中山國中

9 邱子芸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會稽國中

10 鄭佩芸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楊梅國中

11 陳筱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致民國中

12 張延禧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致民國中

13 李妍儀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后里國中

14 羅珮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后里國中

15 魏杏雨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豐原國中

16 柯筱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豐原國中

17 曾筱懿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后綜高中

18 郭芯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鹿鳴國中

19 陳葦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草屯國中

20 甘恬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草屯國中

21 陳芷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南崗國中

22 董郁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立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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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楊于靚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民德國中

24 張玉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太子國中

25 黃秀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翠屏國中

26 陳湘梅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翠屏國中

27 陳品妤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福誠高中

28 鍾沁妤(左營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海青高工

29 馮芯甯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瑪家國中

30 黃芷凌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瑪家國中

31 鄔孝琪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枋寮高中

32 田安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泰武國中

33 鍾佳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九如國中

34 朱佳琪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臺東體中

35 古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卑南國中

36 江康聿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豐南國中

37 杜堉慈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七級：-63Kg 豐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阮冞岑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民權國中

2 張芷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明德高中

3 顏子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竹圍高中

4 江婷瑜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溪崑國中

5 鄭亦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溪崑國中

6 楊詠馨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八里國中

7 彭筠睎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中山國中

8 葉懿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觀音高中

9 楊宜欣(龜山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壽山高中

10 嚴郁婷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后里國中

11 劉育旃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豐原國中

12 李以樂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豐原國中

13 田嘉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草屯國中

14 賴莉芹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草屯國中

15 劉于瀾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福誠高中

16 林佳俞(左營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海青高工

17 楊博雅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臺東體中

18 莊千旻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壯圍國中

19 王偉蒨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八級：-70Kg 豐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李可云(慈心華德福)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宜蘭縣柔委會

2 張嘉晏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北投國中

3 蘇品慈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明德高中

4 陳柏安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溪崑國中

5 高誼筠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楊梅國中

6 陳沛菁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鹿鳴國中

7 黃聖涵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桃源國中

8 孫佩寧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南崗國中

9 陳恩馨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立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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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謝欣怡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翠屏國中

11 張孆之(左營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海青高工

12 魏偉君(茂林國中)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海青高工

13 邱瑞萱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九如國中

14 王桀曦 個人組-國中女子組-第九級：+70Kg 卑南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振宇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藍博宏(北成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宜蘭縣柔委會

3 蕭盟(文光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台中港柔道館

4 王閔俊(新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新營區柔委會

5 謝品豐(元長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6 李聖忠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古華國小

7 邱苡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關渡國小

8 莊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關渡國小

9 林子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忠義國小

10 張翃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鄧公國小

11 張景淵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新興國小

12 朱家潤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興華國小

13 張雲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介壽國小

14 林立澄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同國小

15 彭宇廷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同國小

16 鄭皓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同國小

17 鄧棟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同國小

18 宋以曦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后里國小

19 吳昌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豐田國小

20 柯祥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地磨兒國小

21 萬齊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地磨兒國小

22 張彧豪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知本國小

23 陳黃政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知本國小

24 林秉承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卑南國小

25 劉嘉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南國小

26 胡勝淮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南國小

27 高宇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周言安(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周益康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3 林立呈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南山國小

4 黃子恆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關渡國小

5 李宗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忠義國小

6 童以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忠義國小

7 陳芃霖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鄧公國小

8 林宥銓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鄧公國小

9 呂斯齊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鄧公國小

10 章濬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江翠國小

11 謝永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江翠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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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謝昇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江翠國小

13 劉羿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介壽國小

14 吳糧亦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介壽國小

15 陳彥愷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同國小

16 鄒昀承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同國小

17 曾仲彣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業國小

18 高喬俊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梅園國小

19 陳俊名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內埔國小

20 吳彥璋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21 郭昱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22 楊棊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23 黃致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24 簡愷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豐田國小

25 蔡宸凱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發祥國小

26 吳謙益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中庄國小

27 邱奕喬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武潭國小

28 陳泫良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陸昶亨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台北市柔委會

2 許英塏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台北市柔委會

3 陳柏安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台北市柔委會

4 白定學(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高雄市柔委會

5 王群凱(育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宜蘭縣柔委會

6 徐雋昊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石牌國小

7 黃丞遠(北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幸福柔道教室

8 李威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南山國小

9 謝韋鑫(青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福誠高中

10 朱啟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古華國小

11 許惟翔(竹圍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關渡國小

12 徐奕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吉林國小

13 李嘉桐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鄧公國小

14 陳永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鄧公國小

15 高一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鄧公國小

16 吳子逸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新興國小

17 趙秉昱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江翠國小

18 林泊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介壽國小

19 張鴻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介壽國小

20 劉書峻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介壽國小

21 黃信瑀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同國小

22 羅煜喆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同國小

23 黃翊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同國小

24 柯丞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業國小

25 黃浩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業國小

26 田子謙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梅園國小

27 羅勝隆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內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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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羅勝鴻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內埔國小

29 易天湛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后里國小

30 李硯博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后里國小

31 詹立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豐田國小

32 莊帥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武潭國小

33 潘晧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武潭國小

34 張辰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武潭國小

35 林彥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地磨兒國小

36 陳睿驊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地磨兒國小

37 王育諾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知本國小

38 黃致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知本國小

39 邱偉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卑南國小

40 鄭語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卑南國小

41 楊竣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卑南國小

42 郭逢凱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卑南國小

43 王碩齡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南國小

44 江哲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南國小

45 李宗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太平國小

46 高銓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春日國小

47 鄭東築(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新埔國中

48 黃聿謙(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新埔國中

49 李恩霆(文德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蔡承洲(新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土城區柔委會

2 許惟盛(忠孝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3 徐雋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石牌國小

4 卓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古華國小

5 陳泳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關渡國小

6 連奕勛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吉林國小

7 吳倉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鄧公國小

8 王長迦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新興國小

9 林士博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江翠國小

10 曾聖得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介壽國小

11 徐梓桓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同國小

12 羅鈾森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同國小

13 黃迺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同國小

14 林楷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業國小

15 楊松霖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業國小

16 賴靖熙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梅園國小

17 缶鼐卡瓦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梅園國小

18 林家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內埔國小

19 簡家菘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內埔國小

20 邵俊棠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后里國小

21 黃致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后里國小

22 顏浩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后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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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許騰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武潭國小

24 歸恩璽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地磨兒國小

25 劉赫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地磨兒國小

26 黃致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知本國小

27 陳宇捷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知本國小

28 杜劉義誠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南國小

29 邱博章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太平國小

30 魏睿圻(北新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警專幼兒柔道社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李峻維(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台北市柔委會

2 陳稚豐(科園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新竹市柔委會

3 賴柏煒(永和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土城區柔委會

4 馮品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西園國小

5 陳安譁(逸仙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北投國中

6 楊承學(大屯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北投國中

7 朱皓澤(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關渡國小

8 林緯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忠義國小

9 賴彥名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忠義國小

10 左路卡司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鄧公國小

11 林羿辰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鄧公國小

12 吳柏余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鄧公國小

13 徐子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新興國小

14 李仲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江翠國小

15 楊秉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介壽國小

16 鄭瑞昌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大同國小

17 黃柏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大同國小

18 鍾哲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梅園國小

19 白子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僑德國小

20 張宸銘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內埔國小

21 竇靖融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后里國小

22 詹品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后里國小

23 賴泓翔(大樹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中庄國小

24 蔡穎詠(大樹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中庄國小

25 蘇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大南國小

26 巴青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太平國小

27 石紹軍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宥弘 華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王秉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板橋區柔委會

3 楊元凱(月津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新營區柔委會

4 徐政凱(雲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5 陳佳寶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石牌國小

6 張承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北市新民國中

7 陳建勛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二崙國中

8 賴偉祈 (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海青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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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子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古華國小

10 簡晧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吉林國小

11 胡瀚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鄧公國小

12 徐唯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鄧公國小

13 魏世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新興國小

14 余明絨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新興國小

15 張晉維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興華國小

16 沈崇詣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江翠國小

17 詹秉鑫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介壽國小

18 許銘展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介壽國小

19 吳諮昀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介壽國小

20 張凱煜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后里國小

21 張祐瑋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后里國小

22 陳室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瑞穗國小

23 潘家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發祥國小

24 陳劭齊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中庄國小

25 呂榮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中庄國小

26 郭騰君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武潭國小

27 徐睿澤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武潭國小

28 張剴陽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地磨兒國小

29 周憲耀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知本國小

30 葉唐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大南國小

31 金英豪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太平國小

32 林冠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太平國小

33 洪政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阮守禾(梧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台中港柔道館

2 莊承諺(永安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3 林家禾(拯民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4 李瑋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石牌國小

5 洪宇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西園國小

6 葉友鈞(南崁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壽山高中

7 廖晉凱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二崙國中

8 曾介禾(左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海青高工

9 粟品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關渡國小

10 林稚皓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吉林國小

11 簡士鏵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鄧公國小

12 林渝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新興國小

13 阮昌郁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江翠國小

14 詹清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介壽國小

15 柯竣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介壽國小

16 鐘明松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后里國小

17 羅承希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后里國小

18 張珥弦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后里國小

19 李孟承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富春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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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曾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地磨兒國小

21 李瑞信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知本國小

22 陳彥祖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大南國小

23 蔡宗汎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太平國小

24 陳昱良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太平國小

25 鄭勝隆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太平國小

26 林宥嘉(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藝凱(鳳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高雄市柔委會

2 陳威翰(七堵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基隆市柔委會

3 蔡承鈞(新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彰化縣柔委會

4 施佳宏(新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彰化縣柔委會

5 柯俊賢(文光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台中港柔道館

6 曾唯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石牌國小

7 古閔竣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林森國小

8 林辰翰(北投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北投國中

9 李昀霖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北市新民國中

10 柳睿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古華國小

11 林建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忠義國小

12 羅子寧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吉林國小

13 李沅耕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鄧公國小

14 陳奐希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鄧公國小

15 廖育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鄧公國小

16 翁煜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鄧公國小

17 黃彥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興華國小

18 張芥通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同國小

19 劉恩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同國小

20 高裔愷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梅園國小

21 林威銓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內埔國小

22 蕭詮穎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后里國小

23 陳德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后里國小

24 張現毅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瑞穗國小

25 王冠智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豐田國小

26 楊宗穎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中庄國小

27 石靖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地磨兒國小

28 馮家瑞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地磨兒國小

29 陳錫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地磨兒國小

30 黃證穎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知本國小

31 潘亞伯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南國小

32 林宥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南國小

33 陳輊勛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太平國小

34 鄭子敬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春日國小

35 洪楚硯(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新埔國中

36 高繼翊(後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警專幼兒柔道社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10年全國柔道錦標賽個人組報名名單

1 楊子琳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古華國小

2 張秝璿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鄧公國小

3 林沂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大同國小

4 謝云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僑德國小

5 王奕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后里國小

6 劉嘉莉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知本國小

7 林子靖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一級：-30Kg 太平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卓沁諭(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台北市柔委會

2 洪苡筑(中正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花蓮縣柔委會

3 謝玗芷(中和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台中市柔道館

4 王紫薰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西園國小

5 林以婕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鄧公國小

6 沈少云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錦和國小

7 林子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新興國小

8 張翊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介壽國小

9 張家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同國小

10 呂馨尹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同國小

11 古鈞郁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大業國小

12 楊湘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13 鍾宜軒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后里國小

14 蔡昀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富春國小

15 莊可欣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武潭國小

16 陳宜婷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卑南國小

17 卞詠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二級：-33Kg 卑南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卓瑞禎(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台北市柔委會

2 高勻芮(北成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宜蘭縣柔委會

3 黃心辰(富春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台中市柔道館

4 蔡逸璇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鄧公國小

5 楊梓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錦和國小

6 莊晏菱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新興國小

7 司佑萱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介壽國小

8 張珈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介壽國小

9 陳思瑜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同國小

10 劉宥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同國小

11 劉志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后里國小

12 廖書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豐田國小

13 黃庭瑋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發祥國小

14 陳歆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紅葉國小

15 陳菱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武潭國小

16 許靜純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知本國小

17 張憶慈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卑南國小

18 馬莎惟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大南國小

19 杜沛罃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三級：-37Kg 太平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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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譚心甯(中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基隆市柔委會

2
黃湜閔(康乃薾雙語中小

學)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新竹市柔委會

3 余雅婷(鑄強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花蓮縣柔委會

4 王月華(瑞穗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台中市柔道館

5 劉沛彤(嘉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嘉華高中

6 劉品妍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嘉興國小

7 林心雅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關渡國小

8 郭俞廷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忠義國小

9 劉巧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鄧公國小

10 塗琍崴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鄧公國小

11 陳羽蓁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鄧公國小

12 黃冠予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錦和國小

13 王婷妘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新興國小

14 李羽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興華國小

15 蔡欣書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江翠國小

16 廖咨棋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介壽國小

17 鄭云雅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介壽國小

18 廖昱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同國小

19 陳韋媗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后里國小

20 李欣妮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豐田國小

21 柯沛沁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富春國小

22 黃芊柔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紅葉國小

23 徐詠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中庄國小

24 孔佩怡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武潭國小

25 洪玟玟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武潭國小

26 高嘉琪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知本國小

27 陳岳青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卑南國小

28 杜瑋星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大南國小

29 鍾念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太平國小

30 林妍希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太平國小

31 周璽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春日國小

32 沈詩容(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四級：-41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楊景卉(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高雄市柔委會

2 黃念慈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古華國小

3 陳綵璿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忠義國小

4 游雲品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忠義國小

5 黃子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吉林國小

6 黃咨穎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鄧公國小

7 陳慧心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錦和國小

8 高妍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介壽國小

9 俞玟亘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內埔國小

10 黃苡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后里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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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康卉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豐田國小

12 洪琳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紅葉國小

13 杜瑀蕎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武潭國小

14 羅之星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卑南國小

15 胡霓芙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五級：-45Kg 卑南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姿芸(虎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新竹市柔委會

2 許庭溱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板橋區柔委會

3 何云蓁(北屯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4 王裔婷(大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明德高中

5 黃佳玉(龜山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壽山高中

6 楊福恩(新路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壽山高中

7 林慧欣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古華國小

8 石瑜婕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忠義國小

9 邢彣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忠義國小

10 王旻純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鄧公國小

11 黃筠軒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錦和國小

12 楊芷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介壽國小

13 彭楡喬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大同國小

14 蕭金鳳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后里國小

15 姚忻岑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瑞穗國小

16 梁采禎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豐田國小

17 郭珮芸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豐田國小

18 杜瑀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武潭國小

19 陳宜茹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卑南國小

20 侯宜君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卑南國小

21 胡瓏舞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九曲國小

22 許愛子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六級：-50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楊閔淇(建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屏東縣柔委會

2 龔沛慈(社子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石牌國小

3 李宜蓁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關渡國小

4 賴佳君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忠義國小

5 彭塏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錦和國小

6 趙昀宣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江翠國小

7 阮莉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介壽國小

8 林依依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大業國小

9 魏裔芠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內埔國小

10 沈慧穎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后里國小

11 呂心潔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武潭國小

12 謝語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卑南國小

13 孫子容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大南國小

14 柯恩妮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大南國小

15 黃鈺婷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七級：-55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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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駱虹瑾(東信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基隆市柔委會

2 王欣蕾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台東縣柔委會

3 李瑜瑄(北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北投國中

4 蔡靜慧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鄧公國小

5 張羽喬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同國小

6 王彩嫻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業國小

7 吳婉菱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業國小

8 孫培娜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僑德國小

9 陳妤嫻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后里國小

10 謝昀芯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豐田國小

11 白毓璇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發祥國小

12 周子寧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武潭國小

13 高妤婕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知本國小

14 陳姿穎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卑南國小

15 王覺中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大南國小

16 羅瑜柔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太平國小

17 鄭子勤 個人組-國小女生高年級組-第八級：+55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周言安(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古荃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台東縣柔委會

3 黃心安(富春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台中市柔道館

4 江皓政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5 林家緯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6 張哲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7 吳侑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吉林國小

8 黃淞彥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吉林國小

9 凃以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10 葉宸嘉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錦和國小

11 蔡睿麟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錦和國小

12 朱永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13 胡詠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14 陳廉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15 張翊祥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介壽國小

16 陳宇震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介壽國小

17 張煜紳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同國小

18 林群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同國小

19 田子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梅園國小

20 潘煒桀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21 王榮豪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富春國小

22 王紹宇(瑞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中庄國小

23 林宇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24 陳昊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25 潘佳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知本國小

26 林奕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卑南國小

27 翁浩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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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黃聿亨(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廖御辰(建德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桃園市柔委會

2 王予昕(大華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高雄市柔委會

3 林倢(宜昌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花蓮縣柔委會

4 莊建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東縣柔委會

5 王胤捷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東縣柔委會

6 巫弦龍(廣福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土城區柔委會

7 陳皇名(新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營區柔委會

8 龔沛為(社子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石牌國小

9 蘇宥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西園國小

10 莊以諾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西園國小

11 呂熒軒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南山國小

12 李哲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南山國小

13 余賽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南山國小

14 魏羽辰（大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明德高中

15 劉秉程(嘉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嘉華高中

16 朱邵威(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海青高工

17 林玉龍 (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海青高工

18 陳泳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19 李承濬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20 鍾珹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21 李品逸(湖田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22 周承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鄧公國小

23 吳語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錦和國小

24 張皓勛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錦和國小

25 柯俊甫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錦和國小

26 李秉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27 林佑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28 葉耘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29 張恩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30 蔡瑞麟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江翠國小

31 連翊孝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介壽國小

32 陳冠緁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大業國小

33 吳承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內埔國小

34 林杰叡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內埔國小

35 楊勻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后里國小

36 陳冠均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后里國小

37 林珉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豐田國小

38 陳俊曄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富春國小

39 李昶甫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中庄國小

40 麥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武潭國小

41 莊邱秦桓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武潭國小

42 郭品雋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43 秦緯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知本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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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盧浩楓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卑南國小

45 謝一銘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卑南國小

46 陳啟介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卑南國小

47 張駿立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卑南國小

48 蔡炫亨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太平國小

49 林宥希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春日國小

50 盧冠晨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廷宇(竹圍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台北市柔委會

2
楊凱傑(康萊爾雙語中小

學)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桃園市柔委會

3 洪瑞良(虎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新竹市柔委會

4 楊承學(建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屏東縣柔委會

5 余津豪(鑄強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花蓮縣柔委會

6 楊永喬(文光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台中港柔道館

7 阮于騰(梧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台中港柔道館

8 廖克維(樂利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土城區柔委會

9 林洛廷(僑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10 曾唯彧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石牌國小

11 陳柏元(民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石牌國小

12 卓承宗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南山國小

13 鄭丞恩(大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明德高中

14 簡彣叡（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明德高中

15 朱嘉誠(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海青高工

16 許邵宏(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海青高工

17 陳言 (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海青高工

18 徐品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吉林國小

19 胡修陌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錦和國小

20 張竣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新興國小

21 郭宇智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新興國小

22 邱宇賢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新興國小

23 鍾沅廷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同國小

24 李晉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業國小

25 陳旻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業國小

26 陳懷勳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后里國小

27 許楀晨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中庄國小

28 徐天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武潭國小

29 蕭東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武潭國小

30 闇世昌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武潭國小

31 陳祈言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地磨兒國小

32 邱翔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卑南國小

33 羅士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卑南國小

34 梁晉綸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卑南國小

35 巴青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太平國小

36 利騏竣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太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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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尤尚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春日國小

38 許子拓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洆廷 華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張弘毅(亞太美國學校)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新竹市柔委會

3 林桓輝(新港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彰化縣柔委會

4 崇文國小蕭棫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5 黃程晧(拯民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6 林脩諺(僑真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7 王義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西園國小

8 林政祥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南山國小

9 丁立威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南山國小

10 黃海洺(大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明德高中

11 劉政德(幸福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壽山高中

12 吳梓旗(龜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壽山高中

13 卓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古華國小

14 陳廣溥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關渡國小

15 王瀚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忠義國小

16 林宇博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吉林國小

17 高檉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鄧公國小

18 高鈺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鄧公國小

19 廖子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江翠國小

20 連柏凡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介壽國小

21 陳衍赫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介壽國小

22 余宥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大同國小

23 賴岳麟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梅園國小

24 張亞迪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中庄國小

25 莊庭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武潭國小

26 林以諾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地磨兒國小

27 馮子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地磨兒國小

28 江秉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卑南國小

29 卞禹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卑南國小

30 陳祖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太平國小

31 許立鵬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九曲國小

32 詹畝仕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春日國小

33 楊丁銓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張富程(新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高雄市柔委會

2 蔡承佑(山頂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高雄市柔委會

3 廖宏晉(嘉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嘉義市柔道協會

4 周亦罡(北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幸福柔道教室

5 陳鼎竣（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明德高中

6 陳柏潤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鄧公國小

7 謝秉澄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鄧公國小

8 趙翊崴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江翠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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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彦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大同國小

10 黃家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內埔國小

11 曾嘉維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后里國小

12 黃崴驄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后里國小

13 白奕飛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武潭國小

14 吳品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地磨兒國小

15 潘育瑋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地磨兒國小

16 謝長成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知本國小

17 邱稟程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大南國小

18 謝政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太平國小

19 周柏允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涂洋溢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屏東縣柔委會

2 王政閎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北市新民國中

3 林冠佑(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明德高中

4 戴子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鄧公國小

5 陳鵬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鄧公國小

6 黃彥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興華國小

7 沈軍叡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江翠國小

8 瓦旦卡瓦斯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梅園國小

9 高繼晨(後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警專幼兒柔道社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馮品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西園國小

2 邱子恩(新路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壽山高中

3 謝韋家(青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福誠高中

4 羅丞瑋(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海青高工

5 鐘柏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忠義國小

6 陳材嶧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忠義國小

7 林立宸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鄧公國小

8 廖珖廷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江翠國小

9 應裕光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介壽國小

10 曾聖勝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介壽國小

11 葉奕廷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大同國小

12 廖巖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僑德國小

13 許育銘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僑德國小

14 許祐嘉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武潭國小

15 江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地磨兒國小

16 陳永秝(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柯名哲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忠義國小

2 陳劭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錦和國小

3 王奕舟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介壽國小

4 蘇柏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介壽國小

5 孔祖元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武潭國小

6 郭家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卑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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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曾信恆(新港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彰化縣柔委會

2 陳宥嘉(溪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溪崑國中

3 鐘柏凱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忠義國小

4 葉子豪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鄧公國小

5 匡軒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江翠國小

6 陳品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中庄國小

7 陳衍皓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卑南國小

8 余澤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太平國小

9 李晉丞 個人組-國小男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太平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劉沂宣(月津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營區柔委會

2 李彩熏（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明德高中

3 林湘芸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4 陳以娟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梅園國小

5 陳以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梅園國小

6 黃玉馨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后里國小

7 王以琳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8 朱韻蓉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9 羅珮禎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富春國小

10 洪瑜鎂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富春國小

11 吳心妮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中庄國小

12 許霈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13 邱奕婕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14 高苡琋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知本國小

15 王育蓓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知本國小

16 林鈺環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卑南國小

17 胡姍茹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南國小

18 高子喬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林彤暄 大橋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曾鈺薇(虎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竹市柔委會

3 蘇宥綾(華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花蓮縣柔委會

4 賴意涵(華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花蓮縣柔委會

5 王苡亭(新營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營區柔委會

6 蔡岱霓(瑞穗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中市柔道館

7 陳雨彤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石牌國小

8 沈芊希(北濱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幸福柔道教室

9 黃禾亮(北濱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幸福柔道教室

10 歐莉姿.席夫(北濱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幸福柔道教室

11 徐苡薰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12 林子芙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13 陳語晨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僑德國小

14 張淑慧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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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家蕎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富春國小

16 李沛晴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富春國小

17 黃蕎芯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發祥國小

18 黃羽柔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紅葉國小

19 楊珦筠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中庄國小

20 麥雅樂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武潭國小

21 戴鈺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知本國小

22 陳昕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卑南國小

23 王瑞慎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大南國小

24 呂家品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太平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蔡葦綸(新甲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土城區柔委會

2 陳姿妤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石牌國小

3 宋依依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古華國小

4 劉沛琪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嘉興國小

5 陳煦棻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關渡國小

6 楊于嫻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興華國小

7 薛靖萭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興華國小

8 陳柃君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業國小

9 吳穎潔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業國小

10 拉娃.斐束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梅園國小

11 林紫陽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僑德國小

12 白子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僑德國小

13 洪佳惠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紅葉國小

14 楊詠然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地磨兒國小

15 劉佳慧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知本國小

16 林雨宣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南國小

17 莊靖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復興國小

18 林思妧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三級：-33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璽棠(四維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高雄市柔委會

2 李芮恩(羅東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宜蘭縣柔委會

3 黃霏(宜昌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花蓮縣柔委會

4 江若萱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台東縣柔委會

5 黃品涵(葳格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台中港柔道館

6 林玹綺(楓樹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壽山高中

7 温采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新興國小

8 廖芳沂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內埔國小

9 陳仟容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內埔國小

10 闇提斯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武潭國小

11 陳瑀晴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太平國小

12 余蒨昀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九曲國小

13 曾姵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九曲國小

14 幸智琳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四級：-37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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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李奕琪(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高雄市柔委會

2 李怡娟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二崙國中

3 陳薇安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錦和國小

4 陳書嫻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后里國小

5 劉驀妍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五級：-41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丁慈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台東縣柔委會

2 林姵沂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西園國小

3 王裔媗(大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明德高中

4 葉芝瑜(南崁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壽山高中

5 田雨彤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嘉興國小

6 葉家均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吉林國小

7 林玉捷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大同國小

8 巴綺翎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大南國小

9 蔡苡寧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太平國小

10 胡夏娜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太平國小

11 幸若婷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春日國小

12 陳湘婷(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六級：-45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姿晴(鳳翔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高雄市柔委會

2 鍾沛岑(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高雄市柔委會

3 丁欣蕾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南山國小

4 吳欣娜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新興國小

5 鍾佳蓁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興華國小

6 白毓汝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發祥國小

7 吳歆潔(大樹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中庄國小

8 劉逸瑄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七級：-50Kg 武潭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李侑臻(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高雄市柔委會

2 許品嫚(陽光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新竹市柔委會

3 李謹宣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八級：-55Kg 發祥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楊承晽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石牌國小

2 江沛芸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忠義國小

3 施金菊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后里國小

4 章祈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武潭國小

5 周傅宣珉 個人組-國小女生中年級組-第九級：+55Kg 太平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李晨睿(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高雄市柔委會

2 王宥祥(新竹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竹市柔委會

3 林佑恩(宜昌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花蓮縣柔委會

4 洪煒峻(溪洲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土城區柔委會

5 周益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虎尾柔道促進會

6 周柏融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林森國小

7 莊奕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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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潘子祺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9 余書亞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10 宋嘉睿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古華國小

11 林志弦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古華國小

12 林睿謙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3 黃子祐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4 謝承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5 李子昇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6 羅凱音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7 蔡凱仲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8 李品辰(湖田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19 朱威達(華興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20 陳宥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21 凃以玹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22 柯允昊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23 朱品叡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錦和國小

24 邱宇謙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25 朱睿麒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26 吳子陞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27 梅主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28 呂秉諺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興國小

29 官家葆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30 鄭盛鴻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31 蔡昕叡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32 簡杰輝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33 高唯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介壽國小

34 應裕宣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介壽國小

35 連宥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介壽國小

36 賴昊天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梅園國小

37 李騏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38 潘煒紘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39 潘煒鈓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豐田國小

40 林柏均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富春國小

41 黃鴻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發祥國小

42 白閔鎬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發祥國小

43 林誠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紅葉國小

44 許廷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紅葉國小

45 蘇睿翊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中庄國小

46 莫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47 麥天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武潭國小

48 麥嘉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地磨兒國小

49 馮允傑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地磨兒國小

50 黃祺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南國小

51 胡冠群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南國小

52 胡奕捷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太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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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子奕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54 陳宇宥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55 陳杰穎(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埔國中

56 梁淳宇(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埔國中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棋泰(中山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宜蘭縣柔委會

2 黃永翰(葳格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中港柔道館

3 林承佑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南山國小

4 黃勝澤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5 康祐齊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6 吳煒霖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關渡國小

7 潘宇辰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錦和國小

8 林恩慶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興國小

9 賴宥憲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介壽國小

10 尤霸司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梅園國小

11 游鈞皓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富春國小

12 江冠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富春國小

13 哈勇‧瑪籟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發祥國小

14 廖健華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紅葉國小

15 陳廷彥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中庄國小

16 蕭陳帝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武潭國小

17 雷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18 林懷樂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19 陳愷言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20 蘇栩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大南國小

21 高家安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太平國小

22 幸承威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春日國小

23 高紹桀(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埔國中

24 魏柏勛(新埔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埔國中

25 俞品亨(仁愛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警專幼兒柔道社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承昀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林森國小

2 蕭靖諳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林森國小

3 張宇恩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南山國小

4 賴偉聖 (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海青高工

5 賴宜鍵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關渡國小

6 王劭宇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介壽國小

7 朱軒銳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介壽國小

8 黃彥行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發祥國小

9 宋昊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中庄國小

10 陳昱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卑南國小

11 田宇威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大南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莊祐宇(永安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2 謝祥成(光復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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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日鴻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關渡國小

4 魏宇謙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關渡國小

5 張昱昇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新興國小

6 曹竣皓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新興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易大元(大忠國小)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中市柔道協進會

2 古承翰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大同國小

3 簡鼎祐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發祥國小

4 周傅浚威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太平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子易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六級：-45Kg 林森國小

2 林冠廷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六級：-45Kg 富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吳竑億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七級：-50Kg 錦和國小

2 何勁劼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七級：-50Kg 錦和國小

3 林吳佑鑫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七級：-50Kg 武潭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洪子仁 個人組-國小男生低年級組-第八級：-55Kg 豐田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婕恩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台北市柔委會

2 陳璽芙(四維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高雄市柔委會

3 許棠芯(陽光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竹市柔委會

4 李貝娜(四季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宜蘭縣柔委會

5 蘇宥靜(華大附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花蓮縣柔委會

6 林可歆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營區柔委會

7 黃靖雅(新營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新營區柔委會

8 蕭愉蓓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林森國小

9 陳詩婷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10 詹若莃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11 莊詩妡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南山國小

12 白佳卉(北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北投國中

13 簡姿穎(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明德高中

14 陳艾妮（民義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明德高中

15 劉以勤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古華國小

16 許伊甄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古華國小

17 李語靚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古華國小

18 劉品沂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嘉興國小

19 魏子晴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20 莊翎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21 張媁甯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22 洪雨杉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關渡國小

23 周品岑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24 陳心恩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鄧公國小

25 蔡伶璐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26 楊于萱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江翠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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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黃蕎蓉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發祥國小

28 王若雅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發祥國小

29 洪子惠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紅葉國小

30 許雯涵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紅葉國小

31 郭希真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地磨兒國小

32 戴靖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知本國小

33 戴美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知本國小

34 胡晴晴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大南國小

35 陳錫汝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太平國小

36 王亦菲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37 許甯子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38 許甯芯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39 高萱筑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一級：-26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婕庭 關渡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台北市柔委會

2 廖婕穎(建德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桃園市柔委會

3 楊之語(康萊爾小學)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桃園市柔委會

4 鍾沛蓁(中崙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高雄市柔委會

5 范紫羚(東園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竹市柔委會

6 李芊娜(四季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宜蘭縣柔委會

7 林晏箴(新泰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新營區柔委會

8 王苡甯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南山國小

9 劉昕霓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江翠國小

10 黃佳瑜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介壽國小

11 林依姍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大業國小

12 闇羽庭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武潭國小

13 郭牧心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14 卓妍昕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地磨兒國小

15 陳玉慧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知本國小

16 曾欣如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二級：-30Kg 春日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余瑞莎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南山國小

2 陳洵(茂林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海青高工

3 成旻璇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嘉興國小

4 戴柔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三級：-33Kg 知本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陳嬡熙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四級：-37Kg 梅園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王祤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發祥國小

2 潘子嫣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五級：-41Kg 武潭國小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黃媗(宜昌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六級：-45Kg 花蓮縣柔委會

2 洪渝晴(中正國小)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六級：-45Kg 花蓮縣柔委會

序號 姓名 組名 目前單位 籤號

1 白奕亭 個人組-國小女生低年級組-第八級：-55Kg 武潭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