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3頁成績總表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備

註

高年級女子組 曾苡涵(志清國小) 吳岱凌(復興小學) 楊蕙瑜(永吉國小) 施詠晴(東門國小) 蔡依潔(復興小學) 謝念彤(修德國小) 李采綾(永吉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蘇子鴻(復興小學) 葉煥宇(健康國小) 鄭福葺(戲曲學院) 吳秉弘(吉林國小) 邱冠傑(建安國小) 蔡昕佑(復興小學) 鮑柏翰(志清國小) 王威凱(吉林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朱家音(辛亥國小) 李珮筠(東門國小) 陳語佳(吉林國小) 呂佳穎(龍安國小) 程品璇(辛亥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陳允心(志清國小) 朱詠恩(龍安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鄭嵐云(吉林國小) 黃靖薰(北投國小) 陳品瑄(復興小學) 陳柔安(雙園國小) 施奕均(復興小學) 謝依諾(健康國小) 胡家綺(雙園國小) 陳雅庭(麗湖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陳畇傑(雙園國小) 蕭丞邑(華江國小) 宋子群(雙園國小) 劉亮垣(健康國小) 陳彥中(復興小學) 謝和昇(修德國小) 林冠延(吉林國小) 張庭嘉(龍安國小)

中年級A男子組 許宸浩(雙園國小) 葉煥君(健康國小) 游新楷(健康國小) 李隆勝(東門國小) 吳亮醐(興雅國小) 蔡凱全(東門國小) 鍾承峻(復興小學)

中年級B男子組 李岳鴻(長春國小) 馬炳勛(吉林國小) 姜宇紘(靜心小學) 陳昭維(雙園國小) 羅紹桓(志清國小) 劉家佑(志清國小) 許皓翔(吉林國小) 陳家瑋(湖田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林  珊(雙園國小) 鄭又芹(志清國小) 范姜欣妤(雙園國小) 蕭莞芸(健康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謝哲安(復興小學) 王萁賢(志清國小) 黃偉哲(雙園國小) 葉承恩(靜心小學) 周建亨(志清國小) 詹皓丞(雙園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程品璇(辛亥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盧恩勛(辛亥國小) 許宸浩(雙園國小) 鄭泰洋(復興小學) 謝易錚(永吉國小) 蔡欣叡(國語實小)

低年級男子組 葉宥辰(雙園國小)

教職員工混合組 張小蓓(興華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蔡依潔(復興小學) 蔡沛陵(雙園國小) 王映筑(靜心小學) 蘇絹淇(東門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吳冠霖(靜心小學) 鍾鎮安(靜心小學) 鮑柏翰(志清國小) 高崇恩(興華國小) 陳彥辰(立人小學)

中年級女子組 陳姍柔(雙園國小) 葉芷伶(辛亥國小) 羅珮瑄(民權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翁維燁(復興小學) 陳泓宇(靜心小學) 王旻揚(仁愛國小) 張呈熙(復興小學) 歐孟劼(東門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陳柔安(雙園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陳佳儀(雙園國小) 陳靜怡(東門國小) 吳岱凌(復興小學) 廖晨忻(東門國小) 林紹寧(興華國小) 吳佳柔(興華國小) 岳紀伶(永吉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呂承亮(健康國小) 蘇子鴻(復興小學) 曾楷岩(靜心小學) 鄭福葺(戲曲學院) 李宗樺(志清國小) 宋承諺(雙園國小) 林為紹(靜心小學) 羅凱瀚(民族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張詩敘(健康國小) 朱家音(辛亥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陳玟卉(雙園國小) 羅珮瑄(民權國小) 方詩婷(靜心小學) 呂佳穎(龍安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邱子誠(志清國小) 李岳鴻(長春國小) 游宗諺(健康國小) 翁維燁(復興小學) 王品超(雙園國小) 羅紹桓(志清國小) 葉煥君(健康國小) 吳亮醐(興雅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鄭嵐云(吉林國小) 陳品瑄(復興小學) 胡家綺(雙園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溫智凱(吉林國小) 何允薰(健康國小) 何宇奕(靜心小學) 陳彥中(復興小學) 陳俊宏(吉林國小) 陳畇傑(雙園國小) 蕭丞邑(華江國小) 宋子群(雙園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林玟廷(戲曲學院) 鄭又芹(志清國小) 林  珊(雙園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高嘉佑(志清國小) 劉恩德(雙園國小) 盧瑜駿(辛亥國小) 鐘晏琳(吉林國小) 蘇祐瑩(靜心小學)

中年級女子組 陳玟卉(雙園國小) 鐘文芸(吉林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王品超(雙園國小) 邱子誠(志清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林映彤(雙園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葉宥辰(雙園國小)

基本劍術 高年級女子組 林玟廷(戲曲學院)

臺北市102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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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備

註

臺北市102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高年級男子組 劉恩德(雙園國小) 黃偉哲(雙園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樂芸妮(辛亥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郭修廷(華江國小)

24式太極拳 高年級女子組 黃子庭(華江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蔡依庭(老松國小) 蘇芷羚(興華國小) 謝雅如(老松國小) 許紫臻(湖田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黃千碩(興雅國小) 鄭凱殷(老松國小) 王萁賢(志清國小) 高嘉佑(志清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林敬捷(湖田國小) 書瑋澤(興雅國小) 陳頎峰(內湖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簡鉦霓(老松國小) 陳玟卉(老松國小) 李彥箴(華興小學) 王虹萱(興華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許惇博(興雅國小) 賴威翰(老松國小) 書瑋廷(興雅國小) 郭恒瑞(士林國小) 徐子雋(復興小學) 劉書寰(興華國小) 李思恩(興華國小) 李明哲(萬興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張紫涵(南門國小) 陳姿蓉(力行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梁俊福(老松國小) 呂奇軒(老松國小) 朱翔楷(興雅國小) 吳承洋(麗湖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鍾珮涵(清江國小) 吳巧玲(清江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陳郁安(靜心小學) 吳奕鋒(蘭雅國小) 吳秉弘(吉林國小) 王威凱(吉林國小) 秦哲文(東湖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蘇柔伊(老松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林子皓(東湖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溫智凱(吉林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李琪玉(興華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邱士睿(志清國小) 羅  昊(興華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馬友淇(興華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趙文輔(興華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許碩恩(興華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蔡依庭(老松國小) 簡琳達(老松國小) 蘇芷羚(興華國小) 吳芝瑄(力行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鄭凱殷(老松國小) 魏楷恩(老松國小) 吳允戎(仁愛國小) 謝哲安(復興小學) 黃千碩(興雅國小) 謝昊辰(興雅國小) 鐘晏琳(吉林國小) 蘇德偉(吉林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簡鉦霓(老松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許惇博(興雅國小) 陳林炫(老松國小) 林子皓(東湖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陳姿蓉(力行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劉昌祐(興雅國小) 梁俊福(老松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鍾旻儒(吉林國小) 謝雅如(老松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魏楷恩(老松國小) 書瑋澤(興雅國小) 許明祺(興雅國小) 黃彥哲(新和國小) 呂威融(老松國小) 王鵬安(力行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陳玟卉(老松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陳林炫(老松國小) 張豐展(興雅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劉昌祐(興雅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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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長兵

傳統

北派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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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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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短兵

傳統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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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2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高年級女子組 黃品瑜(老松國小) 簡琳達(老松國小) 陳姝諺(力行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邱奕綸(老松國小) 陳蒼民(興華國小) 邱冠傑(建安國小) 呂威融(老松國小) 張凱宸(南門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蘇柔伊(老松國小) 邱奕蒨(老松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賴威翰(老松國小) 梁隆奕(老松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張紫涵(南門國小)

低年級男子組 呂奇軒(老松國小) 蘇宥任(老松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靜心小學Ａ隊 興雅國小Ａ隊 湖田國小Ａ隊 仁愛國小Ｅ隊 永吉國小Ｂ隊 靜心小學Ｎ隊 東門國小Ｅ隊
國小中年級組 吉林國小Ａ隊 東門國小Ｄ隊 志清國小隊 辛亥國小Ａ隊 健康國小Ｃ隊 靜心小學Ｉ隊 復興小學Ｃ隊 靜心小學Ｆ隊
國小低年級組 健康國小Ａ隊 雙園奇兵隊 健康國小Ｂ隊 靜心小學Ｋ隊 仁愛國小Ａ隊

教職員工組 興華國小初級劍Ｂ隊

國小高年級組 靜心小學Ｃ隊

初級刀術團練 國小高年級組 雙園英雄隊
國小高年級組 靜心小學Ｂ隊 辛亥國小Ｂ隊 東門國小Ｆ隊 興雅國小Ｂ隊 東門國小Ｅ隊
國小中年級組 辛亥俠女隊 復興小學Ｂ隊 靜心小學Ｅ隊 雙園棍王隊
國小低年級組 靜心小學Ｊ隊

雙人對練 國小高年級組 老松國小隊

備註：1.比賽日期：103年3月29、30日

      2.比賽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30號活動中心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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