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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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男子 孟育民(萬芳高中) 廖豐田(景文高中)

國中女子 邱恩慈(戲曲學院) 廖思惟(戲曲學院) 劉芸汝(戲曲學院) 白宜萱(至善國中) 馬彥欣(介壽國中1) 許紫臻(至善國中)

國中男子 廖恩沛(戲曲學院) 闞祥誌(靜心中學) 劉  桓(靜心中學) 郭競升(延平中學) 張耿瑋(至善國中) 王威盛(敦化國中) 鄭祺家(永吉國中) 楊程皓(靜心中學)

小高女子 王郁雯(國光國小) 李珮筠(東門國小) 車廣真(復興小學) 于和容(東門國小) 王榛煒(東門國小) 楊雅婷(國光國小) 鐘文芸(吉林國小) 謝侑澐(敦化國小1)

小高男子 王威凱(吉林國小) 吳秉弘(吉林國小) 陳柏伭(吉林國小) 李沛軒(國光國小) 游新楷(健康國小) 廖祥丞(永吉國小) 蔡凱全(東門國小) 蘇品榮(國光國小)

小中女子 陳俐妤(吉林國小) 吳敏慈(東門國小) 黃湘棋(志清國小) 陳品瑄(復興小學) 陳雅庭(麗湖國小) 呂田田(民權國小) 黃鈺涵(國光國小) 謝依諾(健康國小)

小中A男子 馬炳勛(吉林國小) 劉亮垣(健康國小) 董伯韜(國光國小) 于合翔(東門國小) 黃威博(東門國小) 顏丞佑(國光國小) 謝和昇(修德國小) 李  沂(成功國小)

小中B男子 李岳鴻(長春國小) 何宇奕(靜心小學) 許家榮(國光國小) 陳穎辰(長安國小) 陳翊軒(國光國小) 吳政諺(靜心小學) 符書禾(靜心小學) 祝暉翔(健康國小)

小低女子 俞聖君(仁愛國小3) 李苡禎(成功國小) 蔡甯竹(東門國小) 蔡宜穎(東門國小) 駱以芯(辛亥國小)

小低男子 江宥漢(成功國小) 關  義(復興小學) 劉秉宏(成功國小) 連錫源(辛亥國小) 王行睿(靜心小學) 王睿瑄(復興小學) 洪啟睿(復興小學) 黃鼎原(東門國小)

國中女子 陳珮潔(北安國中)

國中男子 陳郁安(靜心中學) 林為紹(靜心中學) 李直諴(恩慈美校) 黃威智(介壽國中2) 張育銨(靜心中學) 曾楷岩(靜心中學)

小高女子 廖晨忻(東門國小) 于和容(東門國小) 李珮筠(東門國小) 蔡宗穎(東門國小) 王子寧(志清國小) 高竹君(內湖國小1)

小高男子 陳彥禎(復興小學) 葉煥君(健康國小) 陳柏燁(東門國小) 游新楷(健康國小) 羅 昊(興華國小) 李咏學(東門國小) 廖羿帆(仁愛國小1) 高上植(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謝依諾(健康國小) 李光筠(健康國小) 張修瑜(靜心小學) 方詩婷(靜心小學) 蔡婷喻(東門國小) 陳孟筠(靜心小學)

小中A男子 李岳鴻(長春國小) 何允薰(健康國小) 張立承(竹林小學) 蕭丞邑(華江國小) 朱冠霖(靜心小學) 于合翔(東門國小) 黃惠謙(靜心小學) 孔祐仁(靜心小學)

小中B男子 何宇奕(靜心小學) 陳彥中(復興小學) 謝和昇(修德國小) 楊閔智(靜心小學) 符書禾(靜心小學) 王亮為(靜心小學) 祝暉翔(健康國小) 朱信安(東門國小)

小低男子 連錫源(辛亥國小) 黃鼎原(東門國小) 李秉庠(東門國小) 吳宥忱(健康國小) 王柏凱(雙園國小)

國中男子 高嘉佑(中正國中)

小高女子 陳卉穎(龍安國小)

小高男子 蔡昕佑(復興小學) 許懷一(辛亥國小) 陳彥辰(立人小學)

小中男子 劉進賢(雙園國小) 楊昇翰(雙園國小) 劉宸碩(雙園國小) 林晏楷(雙園國小) 高胤耕(雙園國小)

國中男子 陳信華(仁愛國中)

小高女子 顧晟安(靜心小學)

小高男子 翁維燁(復興小學) 徐向昕(新民小學) 許懷一(辛亥國小) 陳柄菘(靜心小學) 吳宗鴻(龍安國小) 歐孟劼(東門國小)

小中女子 吳敏慈(東門國小)

國中女子 余采玲(仁愛國中) 高韋庭(仁愛國中) 楊子荃(中興國中) 楊千逸(建成國中)

國中男子 鄭子院(戲曲學院) 鐘晏琳(敦化國中) 郭競升(延平中學)

小高女子 陳威琳(中山國小) 鐘文芸(吉林國小) 吳依庭(東勢國小) 蕭雅心(中山國小) 陳卉穎(龍安國小)

小高男子 吳秉弘(吉林國小) 王威凱(吉林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汪修賢(中山國小) 陳柏伭(吉林國小) 徐向昕(新民小學) 陳彥辰(立人小學) 許懷一(辛亥國小)

小中女子 陳允心(志清國小) 鄭嵐云(吉林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程品璇(辛亥國小) 黃榆軒(中山國小) 黃湘棋(志清國小)

小中男子 溫智凱(吉林國小) 陳俊宏(吉林國小) 蕭丞邑(華江國小) 陳畇榤(雙園國小) 林冠延(吉林國小) 程品翔(雙園國小)

基本刀術 小高男子 謝易錚(永吉國小)

基本劍術 小高男子 李瑞豐(永吉國小)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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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賽

初級拳術

初級棍術

初級刀術

初級劍術

武術

基本拳



第2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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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國中男子 涂鈞皓(戲曲學院) 鄭子院(戲曲學院) 陳琨騏(新泰國中) 彭紹翔(萬芳高中)

小高男子 徐邦家(中山國小) 汪修賢(中山國小)

高中男子 黃冠瑋(景文高中)

國中男子 陳琨騏(新泰國中)

小高男子 楊子鴻(中山國小)

國際第一套南拳 國中女子 廖思諄(戲曲學院)

國際第一套南刀 國中女子 廖思諄(戲曲學院)

國際第一套太極拳 高中女子 李亞軒(中正高中)

高中女子 李亞軒(中正高中)

國中女子 林沅臻(南門國中1)

高中女子 吳宛庭(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 陳又銘(育達高中) 陳泳銓(戲曲學院)

國際第三套南刀 高中女子 莊詠晴(育達高中)

高中女子 陳紀含(育達高中) 林奕慧(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 郭柏均(育達高中)

國際第三套太極劍 高中女子 陳紀含(育達高中) 林奕慧(中正高中)

小高女子 吳依庭(東勢國小)

小高男子 王上華(東勢國小) 葉尚融(中山國小) 周育德(中山國小) 李沛軒(國光國小) 陳奇炫(中山國小) 蔡丞杰(中山國小)

國中女子 楊子荃(中興國中)

國中男子 顏文磊(中興國中)

小高女子 陳佳儀(雙園國小) 吳依庭(東勢國小)

小高男子 吳祐丞(中山國小) 黃偉哲(雙園國小) 王上華(東勢國小) 徐邦家(中山國小) 汪修賢(中山國小) 朱承曄(中山國小)

小中女子 吳念芹(東勢國小)

小中男子 鄭人輔(呂建銘學院) 董伯韜(國光國小) 許家榮(國光國小)

乙組南拳 小高男子 劉恩德(雙園國小) 呂家豐(雙園國小) 楊子鴻(中山國小) 李東翰(中山國小)

國中女子 薛乙羚(經國國中) 楊千慧(經國國中) 廖乙潔(大成國中) 林沅臻(南門國中1) 利語昍(經國國中) 龔詩晴(龍岡國中)

國中男子 徐政琮(龍岡國中)

小高女子 黃子庭(華江國小) 曾鈺涵(大忠國小) 吳苡瑄(大忠國小)

小高男子 廖晨佑(大忠國小)

國中女子 薛乙羚(經國國中) 楊千慧(經國國中)

國中男子 傅家祥(龍岡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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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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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國中女子 施景恆(少林行武房)

國中男子 張禹祥(少林行武房) 楊諭勳(平鎮國中) 顏文磊(中興國中) 李明倫(少林行武房)

小高女子 吳依庭(東勢國小)

小高男子 徐邦家(中山國小) 王上華(東勢國小) 葉尚融(中山國小) 李孟叡(國光國小) 李沛軒(國光國小) 周育德(中山國小)

小中女子 吳念芹(東勢國小)

小中男子 陳翊軒(國光國小) 董伯韜(國光國小)

社會男子 黃崇偉(心隨意走)

大專男子 葉彥成(東吳大學)

小高女子 游軒恩(興華國小) 呂馥安(興華國小) 馬友淇(興華國小) 吳盈庭(興華國小)

小高男子 羅 昊(興華國小) 李思恩(興華國小) 陳智軒(興華國小) 曾靖軒(興華國小)

小中女子 陳欣羽(興華國小) 吳承芸(興華國小) 陳姿吟(興華國小) 周筱諾(興華國小) 管蕙慈(興華國小) 潘姿伶(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許碩恩(興華國小) 馬翊誠(興華國小) 高翊峰(興華國小) 劉宇翔(興華國小) 翁菘鴻(興華國小) 鄭翔中(興華國小)

傳統北拳第二類 高中男子 林冠良(萬芳高中)

高中男子 江承哲(景文高中)

國中女子 許馨云(長拳文山) 李心芸(土豹子拳社)

國中男子 魏楷恩(南門國中2) 方言為(麗山國中) 李濟全(南門國中2) 陳炤岳(麗山國中) 黃奕誠(復興中學) 許家銘(佳佳幼稚園)

小高女子 吳享儒(長拳萬華) 李孟庭(海山國小) 蔡佩芸(清水國小) 謝雅如(老松國小) 吳昱萱(佳佳幼稚園) 陳言星(光復國小)

小高男子 蘇子鴻(復興小學) 翁子耀(吉林國小) 鄭博允(海山國小) 李孟融(海山國小) 林禹丞(海山國小) 徐子雋(復興小學) 周士翔(佳佳幼稚園) 黃聖傑(佳佳幼稚園)

小中女子 莊宜蓁(育才小學) 鄭嵐云(吉林國小) 陳俐妤(吉林國小) 劉淡月(佳佳幼稚園) 林奕君(復興小學)

小中男子 葛宣佑(佳佳幼稚園) 徐翊昌(佳佳幼稚園) 洪韶澤(麗湖國小) 吳品宜(長拳萬華) 王彥鈞(佳佳幼稚園) 張珈瑋(海山國小)

小低男子 劉冠彣(海山國小) 呂承紘(佳佳幼稚園)

國中女子 蔡依庭(長拳萬華) 吳可優(再興中學2) 吳可謙(再興中學2)

國中男子 張耿瑋(至善國中)

小高女子 簡鉦霓(老松國小) 蔡依伶(老松國小) 王珮倪(老松國小) 張紫妍(老松國小) 梁筱鈺(老松國小) 陳玟卉(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謝昊辰(興雅國小) 黃千碩(興雅國小) 鄭博允(老松國小) 書瑋廷(興雅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吳嘉恩(興雅國小)

小中女子 張紫涵(國語實小1) 邱奕蒨(老松國小) 翁于茜(力行國小) 陳姿吟(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許碩恩(興華國小) 劉昌祐(興雅國小) 鍾宇恩(興雅國小) 朱翔楷(興雅國小) 呂奇軒(老松國小) 黃宥齊(興雅國小) 張鈺暘(興雅國小) 陳佳楷(興雅國小)

小低女子 周予晨(力行國小) 陳郁儒(興雅國小)

小低男子 梁俊福(老松國小) 吳銓祐(興華國小) 張智翔(老松國小)

個

人

賽

初級

長拳三路

傳統北拳

第一類

傳統北拳

第四類

傳統北拳

第五類



第4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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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高中男子 陳顗竣(景文高中)

國中女子 鍾  淳(至善國中) 徐珮慈(至善國中)

國中男子 胡晉嘉(萬芳高中) 宋侑炫(呂建銘學院) 李定維(金華國中) 蒼  逵(民族國中) 廖經倫(至善國中) 時睿森(至善國中)

小高男子 吳允戎(仁愛國小2)

小中女子 吳念芹(東勢國小)

小中男子 王國兆(呂建銘學院)

社青女子 林  潔(東吳大學) 陳萱芳(陳萱芳)

中學女子 吳可優(再興中學2)

高中女子 華  萱(景文高中)

高中男子 江建賢(景文高中)

小高女子 陳語佳(吉林國小)

小高男子 林子皓(東湖國小) 王奕傑(吉林國小)

小中男子 林冠延(吉林國小)

國中男子 陳郁安(靜心中學)

小中男子 許皓翔(吉林國小)

傳統內家拳第二類 小高男子 蕭政佑(集美國小)

傳統內家拳第三類 社會男子 林欽發(艋舺太極拳)

傳統內家拳第四類 中學男子 宋侑炫(呂建銘學院)

高中男子 黃冠瑋(景文高中) 曹  智(景文高中) 卓俞成(南港高工)

國中女子 蔡依庭(長拳萬華) 施景恆(少林行武房) 劉惠喬(長拳萬華) 王翊璇(禪武學苑)

國中男子 魏楷恩(南門國中2) 張太耒(麗山國中) 王威盛(敦化國中) 呂威融(南門國中2) 鄭祺家(永吉國中) 洪  宇(少林行武房)

小高女子 簡鉦霓(老松國小) 張紫妍(老松國小) 謝雅如(老松國小) 吳享儒(長拳萬華)

小高男子 陳林炫(老松國小) 書瑋澤(興雅國小) 吳允戎(仁愛國小2) 江宏祥(興雅國小) 李孟融(海山國小) 林子皓(東湖國小) 莊宗廷(育才小學) 黃耀寬(興雅國小)

小中女子 陳姿蓉(力行國小) 翁于茜(力行國小)

小中男子 溫智凱(吉林國小) 陳佳楷(興雅國小) 陳俊宏(吉林國小)

個

人

賽

傳統北拳

第六類

傳統南拳

第三類

傳統南拳

第四類

傳統兵器

第一類



第5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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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社會男子 張  試(禪武學苑)

高中女子 李紀縈(育成高中)

國中女子 李紀含(麗山國中) 蔡依庭(長拳萬華) 施景恆(少林行武房) 蔡佳穎(內湖國中) 張芃悠(龍山國中) 許馨云(長拳文山)

國中男子 陳昱豪(復興中學) 張太耒(麗山國中) 魏楷恩(南門國中2) 李濟全(南門國中2) 宋侑炫(呂建銘學院) 王威盛(敦化國中)

小高女子 謝雅如(老松國小) 王虹萱(興華國小) 王珮倪(老松國小) 簡鉦霓(老松國小) 梁筱鈺(老松國小) 游軒恩(興華國小)

小高男子 王威凱(吉林國小) 黃千碩(興雅國小) 謝昊辰(興雅國小) 莊宗廷(育才小學) 謝竣州(老松國小) 陳林炫(老松國小) 鄭博允(老松國小) 吳秉弘(吉林國小)

小中女子 莊宜蓁(育才小學) 陳姿蓉(力行國小)

小中男子 馬炳勛(吉林國小) 李宇浩(麗湖國小) 王國兆(呂建銘學院) 張珈瑋(海山國小)

高中女子 傅予筑(萬芳高中)

國中女子 劉惠喬(長拳萬華) 李玟婕(萬芳國中)

國中男子 黃玉清(萬芳高中) 呂威融(南門國中2) 方言為(麗山國中) 蒼  逵(民族國中)

小高女子 李孟庭(海山國小) 蘇柔伊(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謝竣州(老松國小) 梁隆奕(老松國小) 謝竣成(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呂奇軒(老松國小) 蘇宥任(老松國小)

小低男子 梁俊福(老松國小)

國中女子 許馨云(長拳文山) 張芃悠(龍山國中) 簡琳達(龍山國中) 吳可優(再興中學2) 廖乙潔(大成國中)

國中男子 邱奕綸(長拳萬華) 王鵬安(長拳文山) 蒼  逵(民族國中)

小高女子 謝雅如(老松國小) 陳玟卉(老松國小) 邱奕蒨(老松國小) 蔡依伶(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邱冠傑(建安國小)

小中男子 廖晨佑(大忠國小) 賴威翰(老松國小) 吳品宜(長拳萬華)

國中男子 高崇恩(景興國中)

小低男子 梁俊福(老松國小)

高中男子 林冠良(萬芳高中)

國中男子 侯智瀚(鷺江國中) 鄧永賢(鷺江國中) 陳皇憲(鷺江國中)

國中女子 葉祐均(鷺江國中) 林子晴(鷺江國中) 黃韵予(鷺江國中)

散手56公斤級 國中男子 洪于恆(鷺江國中) 林育翰(鷺江國中) 顏功鑫(大同高中) 葉書誠(鷺江國中)

散手60公斤級 國中男子 李譯文(鷺江國中)

散手65公斤級 高中男子 徐維均(永平高工) 解千和(永平高工)

散手75公斤級 大專男子 陳冠廷(禪武學苑)

國際長拳 高中男子 黃睿煜(育達高中)

國際南拳 國中男子 鄭菲立(中興國中)

國際南刀 中學男子 陳又銘(育達高中)

個

人

賽

傳統兵器

第二類

傳統兵器

第三類

傳統兵器

第四類

傳統兵器

第六類

散手52公斤級



第6頁/共8頁成績總表(個人、散手、團練對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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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高中 戲曲學院Ａ隊

國中 戲曲學院Ｂ隊 龍門國中武龍隊 中正國中Ａ隊 戲曲學院Ｃ隊 龍門國中武德隊 靜心中學Ｂ隊

小高 健康國小Ｃ隊 復興小學Ａ隊 國光國小Ａ隊 永吉國小Ａ隊 吉林國小Ｃ隊 辛亥國小Ａ隊 東門國小Ｃ隊 吉林國小Ａ隊

小中 吉林國小Ｂ隊 健康國小Ａ隊 復興小學Ｄ隊 健康國小Ｂ隊 靜心小學Ｅ隊 東門國小Ｂ隊 靜心小學Ｈ隊 國光國小Ｂ隊
小低 辛亥小拳師隊 雙園小拳王隊 仁愛國小Ｃ隊 復興小學Ｅ隊 成功武術Ｂ隊 東門國小Ａ隊

國中 龍門國中俠女隊 龍門國中武俠隊 戲曲學院Ｄ隊 中正國中Ｂ隊 靜心中學Ａ隊 介壽國中隊

小高 東門國小Ｈ隊 健康國小Ｃ隊 辛亥國小Ｂ隊 復興小學Ｂ隊 雙園棍王隊 東門國小Ｇ隊

小中 健康國小Ｂ隊 東門國小Ｆ隊 靜心小學Ｅ隊 靜心小學Ｈ隊 雙園中棍王隊 靜心小學Ｆ隊

小低 辛亥小棍王隊

國中 龍門國中劍術隊

小高 志清國小Ｂ隊 雙園劍后隊 東門國小Ｉ隊 靜心小學Ａ隊

小中 辛亥俠女隊

國中 萬中初級刀王隊

小高 雙園刀鋒隊 復興小學Ｃ隊 華江國小隊 興華國小初級刀Ａ隊

小中 雙園中刀王隊

國中 戲曲學院Ｅ隊 萬中基本拳王隊 龍門國中隊

小高 中山國小Ｃ隊 中山國小Ａ隊 中山國小Ｂ隊
國中 南門國中Ａ隊

小高 興雅國小Ｅ隊 老松國小Ａ隊 興華國小飛螳螂Ｂ隊 興華國小飛螳螂Ａ隊 興雅國小Ｃ隊 興雅國小Ｄ隊

小中 興華國小飛螳螂Ｅ隊 老松國小Ｅ隊 力行國小拳術隊 興雅國小Ａ隊 興華國小飛螳螂Ｄ隊

小低 老松國小Ｇ隊

國中 長拳萬華Ｂ隊

小高 老松國小Ｊ隊 老松國小Ｌ隊 興雅國小Ｈ隊 老松國小Ｉ隊 興雅國小Ｇ隊

小中 老松國小Ｍ隊

雙人對練 國中 中正國中Ｅ隊 麗山國中隊 仁愛國中Ｃ隊

備註：1.比賽日期：103年12月12〜14日（星期五〜日）

      2.比賽地點：臺北市立體育館（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0號4樓）

      3.參賽單位：119隊

團

體

賽

初級拳術

初級棍術

初級劍術

初級刀術

武術基本拳

傳統拳術

傳統兵器



第7頁/共8頁成績總表(全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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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女子 陳筱勻(復興中學)

高中男子 蔡侑儒(萬芳高中) 陳泳銓(戲曲學院)

國中女子 梁宸瑄(龍門國中) 陳珮潔(北安國中) 李昀軒(戲曲學院) 林佳貞(龍門國中) 鄭又芹(中正國中) 余采玲(仁愛國中)

國中男子 王孟堯(萬芳高中) 曾吉菖(龍門國中) 盧瑜駿(龍門國中) 林施宇庭(龍門國中) 王偉誠(中正國中) 李承璞(萬華國中) 杭柏亘(敦化國中) 蔡尚軒(萬華國中)

小高女子 樂芸妮(辛亥國小) 林玟廷(戲曲學院) 陳玟卉(雙園國小) 吳岱凌(復興小學) 李珮筠(東門國小) 于和容(東門國小)

小高男子 盧恩勛(辛亥國小) 蘇子鴻(復興小學) 李宗樺(志清國小) 翁維燁(復興小學) 鄭福葺(戲曲學院) 呂家豐(雙園國小) 翁子耀(吉林國小) 徐子雋(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呂佳穎(龍安國小) 朱家音(辛亥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鄭嵐云(吉林國小) 陳安萱(辛亥國小) 方詩婷(靜心小學) 陳品暄(復興小學) 林映彤(雙園國小)

小中男子 邱昱程(志清國小) 溫智凱(吉林國小) 李岳鴻(長春國小) 何宇奕(靜心小學) 宋子群(雙園國小) 陳俊宏(吉林國小) 張庭嘉(龍安國小) 陳彥中(復興小學)

小低女子 楊佳蓁(雙園國小) 曾鉯喬(辛亥國小) 簡郁庭(雙園國小)

小低男子 王翊丞(仁愛國小3) 劉至承(辛亥國小) 盧華謙(辛亥國小) 林文川(辛亥國小) 黃鼎原(東門國小) 黃襄璟(辛亥國小)

高中男子

國中女子 陳珮潔(北安國中) 林佳貞(龍門國中) 梁宸瑄(龍門國中) 何欣芯(中正國中) 李至媛(萬華國中) 李昀軒(戲曲學院)

國中男子 林施宇庭(龍門國中) 曾吉菖(龍門國中) 鮑柏翰(龍門國中) 蔡憲輝(萬華國中) 王萁賢(中正國中) 高嘉佑(中正國中) 李紹宸(中正國中) 宋承諺(萬華國中)

小高女子 樂芸妮(辛亥國小) 蔡依潔(復興小學) 曾苡涵(志清國小) 吳岱凌(復興小學) 陳姍柔(雙園國小) 廖晨忻(東門國小)

小高男子 盧恩勛(辛亥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許懷一(辛亥國小) 許宸浩(雙園國小) 李宗樺(志清國小) 邱證樺(志清國小) 陳彥禎(復興小學) 鍾鎮安(靜心小學)

小中女子 朱家音(辛亥國小) 程品璇(辛亥國小) 陳安萱(辛亥國小) 葉芷伶(辛亥國小) 吳敏慈(東門國小) 陳柔安(雙園國小)

小中男子 葉宥辰(雙園國小) 邱昱程(志清國小) 王旻揚(仁愛國小3) 林晏靖(雙園國小) 姜宇紘(靜心小學) 李業揚(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詹又瑄(雙園國小) 郭晏禎(雙園國小) 江依庭(雙園國小)

小低男子

高中男子 白世軒(萬芳高中)

國中男子 蔡憲鋐(萬華國中) 黃文廷(萬華國中) 王博玄(萬華國中) 李紹宸(中正國中) 高嘉佑(中正國中) 王聖穎(中正國中)

小高男子 劉恩德(雙園國小) 王品超(雙園國小) 詹皓丞(雙園國小)

小中男子 陳畇榤(雙園國小)

國中女子 張怡庭(戲曲學院)

國中男子 黃文廷(萬華國中) 王萁賢(中正國中) 王孟堯(萬芳高中) 涂鈞皓(戲曲學院) 鄭博謙(中正國中) 黃玉清(萬芳高中)

小高女子 林玟廷(戲曲學院) 蕭伃君(雙園國小) 陳佳儀(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黃偉哲(雙園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胡  歆(永吉國小)

小中男子 劉宸碩(雙園國小)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初級拳

長兵全能

初級拳

短兵全能

基本拳

長兵全能

基本拳

短兵全能



第8頁/共8頁成績總表(全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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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3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競技自選南拳

兵器全能
中學男子 張育齊(萬芳高中)

高中女子 李紀縈(育成高中)

高中男子 張育齊(萬芳高中) 江至凱(中正高中) 謝坤翰(萬芳高中) 高勗宸(中正高中) 沈致穎(興大附農)

國中女子 張怡庭(戲曲學院) 陳筠喬(萬芳國中) 李紀含(麗山國中)

國中男子 鐘晏琳(敦化國中) 林峻平(至善國中) 張太禾(麗山國中) 周柏睿(復興中學) 林聖哲(中正國中) 鄭祺家(永吉國中)

小高女子 謝雅如(老松國小) 林玟廷(戲曲學院) 張紫妍(老松國小) 簡鉦霓(老松國小) 林紹寧(興華國小) 梁筱鈺(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黃千碩(興雅國小) 謝昊辰(興雅國小) 鄭傑殷(老松國小) 書瑋澤(興雅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翁子耀(吉林國小) 陳林炫(老松國小) 張豐展(興雅國小)

小中女子 張紫涵(國語實小1) 陳姿蓉(力行國小)

小中男子 邱璿釗(興雅國小) 朱軒祺(興雅國小) 許韶廷(興華國小) 陳佳楷(興雅國小) 賴威翰(老松國小) 劉昌祐(興雅國小)

小低女子

小低男子

高中男子
施宇睿(麗山高中)

蔡竣翔(中正高中)

小高女子 張綺讌(老松國小) 謝雅如(老松國小) 簡鉦霓(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傳統南派拳

兵器全能

傳統北派拳

兵器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