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選訓委員會 
107 年第 3 次選訓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2月 4日(日)12-15時 

會議地點: 臺北體育館 

案由一、有關「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遴選辦法。 

說  明：修改第五條有關選手遴選方式。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案由二、遴選「2018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說  明：依 107年上半年度青少年精英排名賽競賽規程第十二條第四點，遴選 

8名選手及 2名教練。 

決  議： 

(一)代表隊選手: 

1.男子選手 2名:-55kg楊爵弟(新民高中)、-90kg林聖凱(臺東體中)。 

2.女子選手 6名:-48kg謝依珊(新民高中)、-52kg洪佳蓉(新民高中)、-57kg全 

唐昱晏(新民高中)、-63kg顏可芯(文山高中)、-70kg劉俐伶(枋寮高中)、+70kg 

楊立媺(竹圍高中)。 

(二)代表隊教練: 

1.男子代表隊教練:由較具優勢之輕量級選手楊爵弟教練擔任。同時新民高中之 

教練又有多名女子選手入選代表隊，能相對提供選手較多的訓練與指導。(經 

確認為林士玄教練)。 

2.女子代表隊教練:由曾獲得亞青少金牌之選手劉俐伶教練擔任。(經確認為枋 

寮高中沈家成教練)。 

(三)青少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如附件(二)。 

案由三、遴選「2018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柔道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說  明：依 107年上半年度青年暨青少年精英排名賽競賽規程遴選。 

決  議： 

(一)青年代表隊: 

1.選手:由青年各級第一名選手擔任。 

2.教練:男子隊教練由男子入選選手較多之台東體中教練擔任。女子隊教練由女 

子入選選手較多之國立體大教練擔任。 

(二)青少年代表隊: 

1.選手:由青少年各級第一名選手擔任。 

2.教練:男子隊教練由男子入選選手較多之臺東體中教練擔任。女子隊教練由女 

子入選選手較多之新民高中教練擔任。 

(三)青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如附件(三)  



案由四：遴選「2018年東亞柔道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說  明：依往例旨揭賽會可以男女各量級各派 2名選手參賽，除了原有規劃由「2018 

年亞運會培訓隊第三階段」第一名選手參賽外，擬增派各級一名選手參賽。 

決  議：1.由成年精英排名賽各級第一名選手參賽。若第一名選手同時為亞培第一 

名選手，則依排名順序由第二名遞補。 

2.若有選手同時為其他項目之亞培選手，則不遴派參加本項目(柔道)之國 

際賽。 

3.代表隊教練由男子/女子選手數較多之單位教練擔任。 

案由五：有關「2018年培育潛力選手計畫」。 

說  明：  

決  議： 

(一)潛力選手遴選資格: 

1.107年 2月辦理之上半年度青少年暨青年精英排名賽各級第一名選手。 

2.106年國際賽會中得牌者。 

3.進場機制:比賽成績考核:(1)取得 107年下半年度精英排名賽第一名，經選訓 

委員評估符合資格者。(2)於 107年國際正式錦標賽會中得牌者。 

(二)教練遴選資格 

1.入選選手就讀學校實際指導教練。 

2.入選青年選手之高中畢業學校實際指導教練。 

(三)參賽及訓練相關: 

規畫參加六次柔道公開賽:3月兩岸四地柔道邀請賽(香港)、7月亞洲柔道公開 

賽(台北)、7月青年暨青少年柔道公開賽(香港)，7月青年暨青少年柔道公開賽 

(澳門)、9月東亞青年暨青少年柔道公開賽(預定中國) 、12月亞洲柔道公開賽 

(香港)，二次正式錦標賽(5月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柔道錦標賽、10月世界青年柔 

道錦標賽)，並辦理賽前集訓及暑期訓練營。 

案由六：遴選「2018年亞洲柔道公開賽-台北」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說  明：依 107年上半年度精英排名賽競賽規程遴選。 

決  議： 

(一) 選手遴選資格: 

1. 成年精英排名賽各級第一、二名選手。

2. 潛力青年選手。

3. 亞運培訓隊第三階段培訓隊選手。

(二) 教練遴選資格:由男子/女子選手數較多之單位教練擔任。 

臨時動議:無 

會議結束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準備參加2018年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 
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0204版)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6年11月9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060036281號

函辦理。

二、 目的：為遴選優秀教練、選手爭取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會柔道項目獎

牌，為國爭光。

三、 組織:由本會組成2018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負責有關教練及選

手遴選暨集訓督導等事宜。

四、 教練團遴選：

（一） 資格條件：

1.須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2.需為本賽會入選選手實際指導教練。

3. 需為本會個人會員。

4. 需為2018 年第三階段培訓隊教練。

（二） 遴選方式：召開選訓委員會議，遴派有希望得牌選手之教練擔任之。

五、 選手遴選：

（一） 資格條件：

1. 最近一屆奧運會前5名選手。

2. 入選本會第三階段培訓隊選手。

（二） 遴選方式：

1. 最近一屆奧運會前5名選手直接入選為該量級代表隊選手。

2. 辦理三次選拔賽，並依三次成績加總分數最高之各級前二名選手為第

三階段培訓隊選手。第一名為正選選手，第二名為候補選手。

3. 入選本會第三階段培訓隊第一名選手且2018年東亞柔道錦標賽得牌

者為該量級代表隊選手。

4. 由培訓選手當中依國際賽事成績及世界排名成績為參考，擇優排序出

代表名額。

六、 附則：

(一)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總集訓或違反總集訓相關規定者，

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二) 教練、選手除名或遞補，須經本會2018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

後，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行之。

七、 本遴選辦法經本會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彙整，提報運動

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級-50kg 羅  帥(尖石國中) 黃治凱(臺東體中) 許竣凱(竹圍國中) 吳貴中(楊梅國中) 許民煒(楊梅國中) 鄭水儒(江翠國中)

青 第二級-55kg 林崇佑(臺東體中) 楊爵弟(新民高中) 黃懋騏(大理高中) 林彥呈(臺東體中) 張  毅(福誠高中) 江  皓(尖石國中)

少 第三級-60kg 羅  威(竹圍高中) 潘思翰(正德國中) 鍾景竹(尖石國中) 陳威宇(士林高商) 賴伃豊(楊梅國中) 林崇昱(臺東體中)

年 第四級-66kg 鄭彥忠(明德高中) 莊佑承(北市大同) 劉家豪(大理高中) 翁志源(長榮中學) 顏功鑫(北市大同) 邱慶家(苑裡高中)

男 第五級-73kg 吳晉誠(文山高中) 戴迦勒(臺東體中) 李羿旻(三民高中) 林永晉(壽山高中) 施孟賢(和美實校) 麥承祐(壽山高中)

子 第六級-81kg 羅智億(新民高中) 吳彥廷(明德高中) 余茗富(新民高中) 劉皇佐(臺東體中) 黃丞家(壽山高中) 林漢倫(三民高中)

組 第七級-90kg 林聖凱(臺東體中) 吳念祖(觀音高中) 吳佳豪(錦和高中)

第八級+90kg 伍校樟(臺東體中) 周宏達(新民高中) 張簡子平(福誠高中) 林駒祥(和美實校) 陳琦松(竹圍高中) 賴晨曦(臺東體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40kg 張詩婷(尖石國中) 王家榆(文山高中) 高怜鈁(卑南國中)

青 第二級-44kg 黃頌緹(臺東體中) 詹瑋苓(苑裡高中) 高筱筑(新民高中) 沈奕君(枋寮高中) 賴怡如(苑裡高中) 戴詩涵(和美實校)

少 第三級-48kg 謝依珊(新民高中) 張佳琪(尖石國中) 羅惠玫(苑裡高中) 豊麗兒(南澳高中) 李依婕(新民高中) 洪子譯(竹圍高中)

年 第四級-52kg 洪佳蓉(新民高中) 張涴貽(觀音高中) 張佳君(臺東體中) 洪子齡(竹圍高中) 陳台芸(卑南國中) 古慧君(尖石國中)

女 第五級-57kg 全唐鈺晏(新民高中) 葉晨華(臺東體中) 賴若婷(臺東體中) 柏懷萱(竹圍高中) 莫惠茹(壽山高中) 郭芯言(三民高中)

子 第六級-63kg 顏可芯(文山高中) 林曉珺(臺東體中) 溫韙紃(臺東體中) 葉璥慧(正德國中) 王愷萱(錦和高中) 彭瀞儀(士林高商)

組 第七級-70kg 劉俐伶(枋寮高中) 劉宇璇(后綜高中) 韓妤玟(苑裡高中) 黃宜盈(北市大同) 高珮瑄(錦和高中) 邱若菁(新民高中)

第八級+70kg 楊立媺(竹圍高中) 田嘉卉(同德國中) 蔡姵萱(北市大同) 郭庭芸(卑南國中) 許舒晴(正德國中) 涂芫綺(后綜高中)

107年上半年度青少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級-55kg 廖敏帆(壽山高中) 羅  安(北市大同) 葉清南(國立體大) 周佳緯(苑裡高中) 彭子恩(錦和高中) 黃俊魁(長榮中學)

青 第二級-60kg 車仁恩(臺東體中) 江家慶(臺北市大) 郭春霖(竹圍高中) 陳德祐(新民高中) 羅  真(竹圍高中) 潘建銘(臺東體中)

年 第三級-66kg 吳正龍(臺東體中) 鄭祐昇(國立體大) 練泓煜(臺北市大) 蔣振軒(臺北市大) 何俊慶(竹圍高中) 鄭彥銘(明德高中)

男 第四級-73kg 張啟峰(竹圍高中) 楊凱翔(臺北市大) 彭立榮(國立體大) 趙日廷(錦和高中) 李偉誠(國立體大) 王厚霖(臺北市大)

子 第五級-81kg 林  威(錦和高中) 張家駿(臺北市大) 鐘思凱(竹圍高中) 王世傑(錦和高中) 戴榮濠(臺灣體大) 廖冠宇(北市大同)

組 第六級-90kg 李知穎(臺東大學) 王龍騰(國立體大) 羅緯喆(錦和高中) 林治宏(臺北市大) 戴友銘(三民高中) 王識評(竹圍高中)

第七級-100kg 林長庚(國立體大) 李義翔(文化大學) 陳健宏(竹圍高中) 劉志賢(后綜高中) 張森元(文化大學)

第八級+100kg 蔡宗旻(臺灣體大) 伍校樟(臺東體中) 李傑驊(臺東體中) 李偉麟(臺北市大) 黃冠屹(錦和高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44kg 林昱萱(北市大同) 陳慧潔(新民高中)

青 第二級-48kg 李卉芯(壽山高中) 卓采綺(大理高中) 張曉芬(臺北市大) 田雨薇(尖石國中) 張佳琪(尖石國中)

年 第三級-52kg 莊于萱(國立體大) 徐琬筑(臺東體中) 洪曉彤(訪寮高中) 蔡馨慧(臺灣體大) 葉  蓮(成德高中)

女 第四級-57kg 鄭予靜(國立體大) 吳永慈(臺灣體大) 楊宇潔(臺東體中) 陳姵芸(臺東體中) 葉雅惠(臺北市大) 洪淳涵(文山高中)

子 第五級-63kg 袁姵君(臺東體中) 廖宇容(臺北市大) 蘇芳儀(竹圍高中) 王  妤(國立體大) 溫芸華(國立體大)

組 第六級-70kg 劉俐伶(枋寮高中) 王姿晴(臺東體中) 柯吟妮(北市大同) 曾芷柔(大理高中) 陳麗鈞(錦和高中) 吳凡瑜(竹圍高中)

第七級-78kg 陳怡君(國立體大)

第八級+78kg 劉沅蓉(文化大學) 莊雅婷(大理高中) 李姿誼(三民高中)

107年上半年度青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級-60kg 楊勇緯(臺灣體大) 江家慶(臺北市大) 陳伯嘉(臺灣體大) 范國宏(國立體大) 鄒禮全(文化大學) 張志瑋(臺灣體大)

成 第二級-66kg 連峻德(文化大學) 詹皓程(國立體大) 楊俊霆(臺灣體大) 陳維杰(國立體大) 張少豪(臺東大學) 黃聖庭(國立體大)

年 第三級-73kg 簡家宏(文化大學) 鄭斐方(國立體大) 鄭吉紹群(國立體大) 林家煌(國立體大) 李偉誠(國立體大) 林晉緯(臺北市大)

男 第四級-81kg 吳文舜(國訓中心) 張巍逞(國訓中心) 洪紹庭(文化大學) 高銓彣(臺北市大) 張家駿(臺北市大) 莊凱任(臺灣體大)

子 第五級-90kg 羅羽軒(國立體大) 蘇俊嘉(國立體大) 沈朝恩(國立體大) 楊凱惟(崇右科大) 林治宏(臺北市大) 黃泓曄(臺灣體大)

組 第六級-100kg 盧冠誌(文化大學) 林長庚(國立體大) 李義翔(文化大學)

第七級+100kg 陳聖閔(文化大學) 廖佑銘(國訓中心) 林正旋(文化大學) 邱奕瑋(文化大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一級-48kg 林筑筠(國立體大) 林真豪(臺灣體大) 鄒佳雯(國立體大) 陳俐文(臺東大學) 洪嘉妤(臺東大學) 魏翌娟(文化大學)

成 第二級-52kg 陳勁穎(文化大學) 徐琬筑(臺東大學) 邱湘婷(北市大同) 林冠妘(文化大學) 陳心怡(國立體大)

年 第三級-57kg 陳佳怡(臺北市大) 潘舜穎(文化大學) 鄭予靜(國立體大) 葉雅惠(臺北市大) 林珮如(文化大學) 楊宇潔(臺東大學)

女 第四級-63kg 趙羿禎(國立體大) 陳韻鼎(國立體大) 陳怡婷(臺灣體大) 朱俊潔(臺北市大) 廖宇蓉(臺北市大) 劉佳伶(國立體大)

子 第五級-70kg 黃翊婷(國立體大) 張羽萱(臺北市大) 商瑠羽(帝京科大) 陳俐安(國立體大) 張思慈(臺東大學) 蘇方家(台灣體大)

組 第六級-78kg 陳怡君(國立體大) 許雯琳(臺東大學) 高嘉璟(國立體大)

第七級+78kg 張齡方(龍仁大學) 張慧真(臺灣體大) 劉沅蓉(文化大學)

107年上半年度成年精英排名賽成績總表

組別/級別/名次

組別/級別/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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