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

編號
報名單位 組數年齡分組比賽項目施術者 姓名 被施術者 姓名

20 警幼柔道社 1 少年組 投之形 廖祥閔 段譯辰

20 警幼柔道社 2 少年組 投之形 魏睿圻 謝侑成

20 力行國小 3 少年組 投之形 林佳慧 魏禹安

20 深坑國小 4 少年組 投之形 廖俊齊 劉鎧霆

132 新興國小 5 少年組 投之形 陳永研 林旭承

132 新興國小 6 少年組 投之形 許庭睿 林峻麟

132 新興國小 7 少年組 投之形 方廷瑋 張恩翊

132 新興國小 8 少年組 投之形 賴柏叡 林峻熠

132 新興國小 9 少年組 投之形 張又文 魏世鑫

20 政大附中 1 青年組 投之形 游令章 鄭鈞蔚

80 竹圍高中 2 青年組 投之形 林漢倫 康宇豪

80 竹圍高中 3 青年組 投之形 施龍辰 范洸瑜

80 竹圍高中 4 青年組 投之形 張啟峰 鐘思凱

98 海青工商 5 青年組 投之形 潘旻煌 戴榮濠

123 新民國中 6 青年組 投之形 宋鴻德 黃楷翔

20 臺灣警專 1 成年組 投之形 張聖享 楊竣傑

21 文化大學 2 成年組 投之形 潘舜穎 蕭瑋之

21 文化大學 3 成年組 投之形 吳芷瓊 簡紹全

20 警幼柔道社 1 少年組 柔之形 陳彥廷 黃宇君

20 警幼柔道社 2 少年組 柔之形 吳歆屏 陳彥碩

20 警幼柔道社 3 少年組 柔之形 高禎懋 林威岑

20 興隆國小 4 少年組 柔之形 林佳慧 劉鎧霆

132 新興國小 5 少年組 柔之形 楊子韻 黃歆晏

132 新興國小 6 少年組 柔之形 薛禹希 石翊翰

132 新興國小 7 少年組 柔之形 徐子晴 張景翔

20 警幼柔道社 1 青年組 柔之形 曾子軒 廖苡安

20 成功高中 2 青年組 柔之形 丁彥尊 高熏宏

20 政大附中 3 青年組 柔之形 游令章 鄭鈞蔚

80 竹圍高中 4 青年組 柔之形 林珈卉 許嘉妤

21 文化大學 1 成年組 柔之形 潘舜穎 蕭瑋之

22 中央警大 2 成年組 柔之形 廖婕妤 施佳妏

20 政大附中 1 青年組 固之形 梁怡欣 陳怡安

21 文化大學 1 成年組 固之形 盧炳憲 潘舜農

22 中央警大 1 成年組 固之形 蔡昱暘 陳孟言

22 中央警大 1 成年組 固之形 吳昭陽 江承信

20 育達商職 1 成年組 極之形 林明陞 簡紹全

22 中央警大 2 成年組 極之形 劉炯廷 蔡家弘

23 體育大學 3 成年組 極之形 黃柏鈞 范國宏



20 萬芳高中 1 青年組 護身術 陳怡安 梁怡欣

20 育達商職 2 青年組 護身術 丁彥尊 高熏宏

42 大理高中 3 青年組 護身術 李芩津 朱家玄

20 育達商職 1 成年組 護身術 潘舜穎 簡紹全

22 中央警大 2 成年組 護身術 洪紹維 魏廷珈

22 中央警大 3 成年組 護身術 郜振傑 黃子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