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號碼 單位名稱 組別 職別 籤號

1 016 文化大學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

2 79 台東大學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

3 18 國立體大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A

4 18 國立體大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B

6 019 臺灣體大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

7 35 北市大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A

8 35 北市大 團體組 社會女子甲組B

1 176 中市柔協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

2 016 文化大學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

3 79 台東大學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

4 18 國立體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A

5 18 國立體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B

7 35 北市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A

8 35 北市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B

9 019 臺灣體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A

10 019 臺灣體大 團體組 社會男子甲組B

1 059 文山高中 團體組 社會女子乙組

2 085 屏東大同 團體組 社會女子乙組

3 021 稻江護家 團體組 社會女子乙組

1 143 同德家商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2 74 和美實校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3 025 明德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4 144 南市柔委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5 39 南投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6 53 復興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7 165 壽山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8 061 福誠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9 126 觀音高中 團體組 社會男子乙組

1 170 黎明學院 團體組 大專女子甲組

2 188 康寧大學 團體組 大專女子甲組

1 128 南亞學院 團體組 大專男子甲組

2 188 康寧大學 團體組 大專男子甲組

3 080 景文科大 團體組 大專男子甲組

4 15 臺灣警專 團體組 大專男子甲組

5 170 黎明學院 團體組 大專男子甲組

106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團體組報名單位



1 15 臺灣警專 團體組 大專女子乙組

2 117 德明科大 團體組 大專女子乙組

3 017 警察大學 團體組 大專女子乙組A

4 017 警察大學 團體組 大專女子乙組B

5 162 長庚科大 團體組 大專女子乙組

1 114 開南大學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

2 117 德明科大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

3 15 臺灣警專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A

4 15 臺灣警專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B

5 15 臺灣警專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C

6 017 警察大學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A

7 017 警察大學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B

8 017 警察大學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C

9 48 吳鳳科大 團體組 大專男子乙組

1 4 板橋柔委 團體組 特別組

2 144 南市柔委 團體組 特別組

3 144 南市柔委 團體組 特別組

1 081 三民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2 033 大理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3 023 中正高工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4 059 文山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5 054 北市大同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6 063 竹圍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7 025 明德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8 56 枋寮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9 77 海青工商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10 149 新民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11 165 壽山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12 061 福誠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13 082 錦和高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

14 38 臺東體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A

15 38 臺東體中 團體組 高中女子組B



1 38 臺東體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A

2 38 臺東體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B

3 081 三民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4 022 士林高商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5 023 中正高工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6 059 文山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7 054 北市大同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8 143 同德家商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9 064 后綜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0 063 竹圍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A

11 063 竹圍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B

12 025 明德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3 56 枋寮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4 085 屏東大同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5 77 海青工商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6 53 復興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7 149 新民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8 165 壽山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9 061 福誠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20 082 錦和高中 團體組 高中男子組

1 092 大同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2 097 大業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3 140 介壽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4 132 太平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5 192 同富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6 34 后里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7 100 地磨兒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8 051 卑南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9 028 忠義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10 131 瑞穗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11 049 鄧公國小 團體組 國小女生組



1 092 大同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2 097 大業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3 140 介壽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4 192 同富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5 100 地磨兒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6 107 江翠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7 051 卑南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8 076 武潭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9 47 知本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10 091 新興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11 049 鄧公國小 團體組 國小男生組

1 026 土城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2 033 大理高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3 113 中山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4 046 正德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5 191 立德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6 064 后綜高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7 130 尖石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8 063 竹圍高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9 127 楊梅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0 56 枋寮高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1 135 神岡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2 050 草屯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3 088 會稽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4 72 溪崑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5 082 錦和高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6 057 豐原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

17 104 卑南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生組A

18 104 卑南國中 團體組 國中女子組B



1 033 大理高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2 129 大義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3 054 北市大同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4 130 尖石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5 063 竹圍高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6 104 卑南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7 025 明德高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8 56 枋寮高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9 122 虎林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0 146 南投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1 135 神岡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2 050 草屯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3 088 會稽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4 72 溪崑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5 052 碧華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6 118 福興武校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7 058 翠屏中小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8 38 臺東體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19 057 豐原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20 126 觀音高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

21 046 正德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A

22 046 正德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B

23 127 楊梅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A

24 127 楊梅國中 團體組 國中男子組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