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程表(個人組)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南拳(AFP01)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6 004 鐘文芸       2 006 008 李巧云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南拳(AMP01)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9 036 潘親御       2 012 016 蕭聖燁       

3 019 040 翁宇鴻       4 017 039 高勗宸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北拳(AFP02)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6 006 陳俐妤       2 006 024 羅香寧       

3 015 032 陳柔       4 013 029 梁宸瑄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北拳(AMP02)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6 002 鐘晏琳       2 010 009 林冠良       

3 022 047 莊宗謀       4 006 025 黃廷奐       

5 006 014 曾群翔       6 012 019 王品超       

7 026 055 謝易錚       8 012 022 盧恩勛       

9 016 033 楊凱翔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內家拳(AFP03)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20 041 溫青倪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內家拳(AMP03)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21 051 張育愷       2 023 050 孫家閎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長器械(AFP04)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6 007 鄭嵐云       2 012 021 陳姍柔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長器械(AMP04)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6 005 陳俊宏       2 022 049 莊宗廷       

3 011 013 劉鈞瑋       4 017 037 林靖淳       

5 012 023 何承駿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短器械(AFP05)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19 044 陳以馨       2 022 048 莊宜蓁       

3 008 030 林奕慧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短器械(AMP05)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3 001 劉與凡       2 017 038 林靖雲       

3 012 017 許宸浩       4 006 003 翁子耀       

5 024 053 邱證樺                   

 

選拔賽組女子套路單練-雜器械(AFP06)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07 034 程依寧       2 009 035 潘政親       

 

選拔賽組男子套路單練-雜器械(AMP06)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1 025 054 劉韋甫       2 012 015 吳奕鋒       

 

選拔賽組男子掛技擂台賽-男子第一級(體重 55 公斤以下)(AMP08)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10 陳柏宏                   

 

選拔賽組男子掛技擂台賽-男子第二級(體重 55.1 公斤以上至 60 公斤以下)(AMP09)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26 王又緒                   

 

選拔賽組男子掛技擂台賽-男子第三級(體重 60.1 公斤以上至 65 公斤以下)(AMP10)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24 052 張仲豪                   



 

選拔賽組男子掛技擂台賽-男子第四級(體重 65.1 公斤以上至 70 公斤以下)(AMP11)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12 洪寬祐                   

 

選拔賽組男子掛技擂台賽-男子第五級(體重 70.1 公斤以上)(AMP12)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11 劉宏凱                   

 

選拔賽組女子掛技擂台賽-女子第三級(體重 50.1 公斤以上至 55 公斤以下)(AFP15)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27 陳怡靜                   

 

選拔賽組女子掛技擂台賽-女子第四級(體重 55.1 公斤以上至 60 公斤以下)(AFP16)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賽序 單位 背號 姓名 名次 得分 

 011 028 陳怡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