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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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工混合 鄭慧珠(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蔡依潔(復興小學) 車廣真(復興小學) 陳語佳(吉林國小) 鐘文芸(吉林國小) 王榛煒(東門國小) 王宣蘋(永吉國小)

小高男子 翁子耀(吉林國小) 蘇子鴻(復興小學) 鄭福葺(戲曲國小) 詹皓丞(雙園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呂家豐(雙園國小) 廖祥丞(永吉國小) 陳柏伭(吉林國小)

小中女子 陳安萱(辛亥國小) 朱家音(辛亥國小) 鄭嵐云(吉林國小) 吳敏慈(東門國小) 陳俐妤(吉林國小) 陳雅庭(麗湖國小) 呂佳穎(龍安國小) 余晨昕(復興小學)

小中男子 陳俊宏(吉林國小) 馬炳勛(吉林國小) 劉亮垣(健康國小) 符書禾(靜心小學) 張庭嘉(龍安國小) 馬永傑(復興小學) 盛孝凱(復興小學) 陳冠智(仁愛國小)

小低女子 江依庭(雙園國小) 黃靖薰(北投國小) 林以箴(辛亥國小) 曾鉯喬(辛亥國小) 簡郁庭(雙園國小) 何書妍(新生國小) 何亭蓉(內湖國小)

小低男子 邱苙平(東門國小) 王行睿(靜心小學) 王睿瑄(復興小學) 關  義(復興小學) 黃襄璟(辛亥國小) 陳畇凱(雙園國小) 木村海(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顧晟安(靜心小學) 陳卉穎(龍安國小) 黃家騏(國語實小)

小高男子 陳彥禎(復興小學) 詹皓丞(雙園國小) 許宸浩(雙園國小) 蔡昕佑(復興小學) 蔡欣叡(國語實小)

小中女子 顏廷芳(辛亥國小) 何怡儒(華江國小)

小中男子 葉宥辰(雙園國小) 蕭丞邑(華江國小) 楊昇翰(雙園國小)

小低男子 林家赫(雙園國小) 王翊丞(仁愛國小)

小高女子 林玟廷(戲曲國小) 蔡依潔(復興小學) 蕭伃君(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翁維燁(復興小學) 李宗樺(志清國小) 邱證樺(志清國小) 鍾鎮安(靜心小學) 陳  新(力行國小) 陳柄菘(靜心小學) 蔡欣叡(國語實小)

小中女子 陳柔安(雙園國小) 吳敏慈(東門國小) 葉芷伶(辛亥國小)

小中男子 邱昱程(志清國小)

小低女子 詹又瑄(雙園國小)

小高女子 吳岱凌(復興小學) 廖晨忻(東門國小) 張詩敘(健康國小) 陳玟卉(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鄭福葺(戲曲國小) 翁維燁(復興小學) 李宗樺(志清國小) 呂家豐(雙園國小) 游新楷(健康國小) 鄭少銨(雙園國小) 陳柏燁(東門國小) 鄭泰洋(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蔡婷喻(東門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陳安萱(辛亥國小) 謝依諾(健康國小) 陳允心(志清國小) 方詩婷(靜心小學) 李光筠(健康國小)

小中男子 溫智凱(吉林國小) 陳彥中(復興小學) 陳畇榤(雙園國小) 何允薰(健康國小) 何宇奕(靜心小學) 符書禾(靜心小學) 于合翔(東門國小) 張庭嘉(龍安國小)

小低女子 楊佳蓁(雙園國小) 鄭詠憶(辛亥國小) 李姵嫺(雙園國小)

小低男子 張棨恩(雙園國小) 劉至承(辛亥國小) 連錫源(辛亥國小) 王翊丞(仁愛國小)

小高女子 林玟廷(戲曲國小) 陳玟卉(雙園國小) 曾苡涵(志清國小) 岳紀伶(永吉國小) 鐘文芸(吉林國小)

小高男子 劉恩德(雙園國小) 王品超(雙園國小) 王威凱(吉林國小) 吳秉弘(吉林國小)

小中女子 陳柔安(雙園國小) 程品璇(辛亥國小) 呂彥蒖(志清國小)

小中男子 葉宥辰(雙園國小) 溫智凱(吉林國小) 蕭丞邑(華江國小)

小低女子 楊佳蓁(雙園國小) 詹又瑄(雙園國小)

小低男子 林健豐(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黃偉哲(雙園國小) 謝易錚(永吉國小)

小中男子 劉宸碩(雙園國小)

基本劍術 小高男子 徐向昕(新民小學)

小高男子 劉恩德(雙園國小) 王品超(雙園國小)

小中男子 陳昭維(雙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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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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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小高女子 黃家騏(國語實小)

小高男子 黃偉哲(雙園國小)

小中女子 莊又凝(新生國小)

小低男子 黃襄璟(辛亥國小)

24式太極拳 小高女子 黃子庭(華江國小) 羅珮瑄(民權國小) 陳佳儀(雙園國小)

小高女子 謝雅如(老松國小) 林紹寧(興華國小) 陳品伃(復興小學) 王珮倪(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鄭傑殷(老松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翁子耀(吉林國小) 蘇子鴻(復興小學) 邱證樺(志清國小) 徐子雋(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羅心妍(興華國小) 陳允心(志清國小) 陳欣羽(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邱昱程(志清國小) 賴威翰(老松國小) 陳彥中(復興小學) 鄭翔中(興華國小)

小低男子 梁俊福(老松國小)

小高女子 陳玟卉(老松國小) 王珮倪(老松國小) 吳佳柔(興華國小)

小高男子 謝昊辰(興雅國小) 黃千碩(興雅國小) 王鴻鈞(力行國小) 鄭博允(老松國小)

小中女子 陳姿蓉(力行國小) 張紫涵(國語實小) 邱奕蒨(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呂奇軒(老松國小) 劉昌祐(興雅國小) 王博弘(老松國小) 朱翔楷(興雅國小)

小低女子 陳郁儒(興雅國小)

小低男子 張智翔(老松國小) 吳銓祐(興華國小) 唐先霖(興雅國小)

小高女子 張綺讌(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許皓翔(吉林國小)

小高女子 陳語佳(吉林國小) 丁亮慈(復興小學)

小高男子 林子皓(東湖國小)

小中男子 謝和昇(修德國小)

小高女子 謝雅如(老松國小) 簡鉦霓(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許惇博(興雅國小) 王威凱(吉林國小) 謝竣州(老松國小) 謝昊辰(興雅國小) 鄭博允(老松國小)

小中女子 翁甄鎂(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邱璿釗(興雅國小) 馬炳勛(吉林國小) 李宇浩(麗湖國小)

小高女子 張紫妍(老松國小) 簡鉦霓(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鄭傑殷(老松國小) 黃千碩(興雅國小) 書瑋澤(興雅國小)

小中女子 張紫涵(國語實小) 翁于茜(力行國小)

小中男子 邱璿釗(興雅國小) 賴威翰(老松國小) 許皓翔(吉林國小) 朱軒祺(興雅國小)

小低男子 梁俊福(老松國小)

小高女子 蔡依伶(老松國小) 蘇柔伊(老松國小)

小高男子 謝竣成(老松國小) 陳蒼民(興華國小) 曹  歆(力行國小) 梁隆奕(老松國小)

小中女子 邱奕蒨(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李奕松(力行國小) 蘇宥任(老松國小) 王博弘(老松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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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小低女子 張硯晰(老松國小)

小低男子 張智翔(老松國小)

武術基本拳 高年級 永吉國小Ａ隊
教職員工 辛亥教師Ｂ隊
高年級 興雅國小Ｃ隊 東門國小Ｂ隊 復興小學Ａ隊
中年級 吉林國小隊 復興小學Ｅ隊 雙園初級拳隊 仁愛國小Ｂ隊 健康國小Ｃ隊
低年級 復興小學Ｆ隊 仁愛國小Ａ隊 雙園小拳王隊 辛亥小拳師隊

初級劍術 高年級 雙園楊門女將隊

高年級 興華初級刀Ａ隊

中年級 雙園刀鋒隊 靜心小學Ｆ隊
高年級 東門國小Ａ隊 健康國小Ａ隊
中年級 靜心小學Ｃ隊 靜心小學Ｄ隊 健康國小Ｂ隊
低年級 雙園小棍王隊 辛亥小棍王隊
高年級 興雅國小Ｅ隊 老松國小Ｂ隊 興雅國小Ｂ隊
中年級 興雅國小Ａ隊 興雅國小Ｄ隊 老松國小Ｃ隊
高年級 老松國小 雙園國小 復興小學 興雅國小 吉林國小 戲曲國小
中年級 雙園國小 吉林國小 老松國小 興雅國小 靜心小學 辛亥國小
低年級 雙園國小 辛亥國小 復興小學 仁愛國小 老松國小 靜心小學

備註：1.比賽日期：104年3月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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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