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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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宸誼(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許碩芸(復興小學) 許愷恩(復興小學) 詹云緻(吉林國小)

小高男子 葛以翔(辛亥國小) 王佑峻(吉林國小) 楊崧譽(復興小學) 鄭宇格(復興小學) 蔡宸煦(志清國小) 王律翔(永吉國小) 陳彥誠(志清國小) 柳禾翊(永吉國小)

小中女子 楊安雅(復興小學) 宋艾芸(士林國小) 詹皓紜(辛亥國小) 張  芩(復興小學) 林卉妮(志清國小) 楊予安(靜心小學) 吳宸菲(靜心小學) 甘珮華(東門國小)

小中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萬家睿(永吉國小) 陳  誠(雙園國小) 呂彥均(志清國小) 盧恩宇(辛亥國小) 甘裕德(東門國小) 沈柏翰(復興小學) 吳博睿(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黃亦翎(復興小學) 周妙真(仁愛國小) 林千渝(新民小學) 馬巧芯(復興小學) 林緹甄(新民小學) 朱軒霈(靜心小學) 慕沁芮(靜心小學) 黃亮庭(永吉國小)

小低男子 徐愷廷(復興小學) 李京禾(永吉國小) 廖晨熙(靜心小學) 陳傳勛(仁愛國小) 賴韋霖(士林國小) 吳泰宇(雙園國小) 葉  隼(志清國小) 黃祈翰(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鄭安倢(復興小學)

小高男子 杜  燊(復興小學) 涂賀鈞(龍安國小) 楊崧譽(復興小學) 羅予寬(永吉國小) 王佑峻(吉林國小)

小中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張靖安(建安國小) 賴奕達(靜心小學) 楊承叡(辛亥國小) 賴博庭(復興小學) 沈毓祥(建安國小) 李緯樂(龍安國小) 林勝雄(龍安國小)

小低女子 廖晨妡(士林國小)

小低男子 吳牧謙(士林國小)

小高女子 鄭席娜(民生國小) 甘家翎(復興小學) 林千寗(新民小學) 李巧云(吉林國小) 詹云緻(吉林國小)

小高男子 蘇子麒(復興小學) 陳柏綱(萬福國小) 張宸瑄(復興小學) 王律翔(永吉國小)

小中女子 陳苡嘉(新民小學) 張  芩(復興小學) 鄭凱勻(吉林國小) 周育安(復興小學)

小中男子 賴博庭(復興小學) 賴奕達(靜心小學) 黃浩恩(溪口國小)

小低女子 趙元熙(辛亥國小)

小低男子 王以安(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陳以馨(吉林國小) 劉祖恩(靜心小學)

小高男子 温有淞(吉林國小) 陳勁儒(復興小學) 吳緯絃(復興小學) 陳昱璋(永吉國小) 符書齊(靜心小學)

小中女子 楊安雅(復興小學) 林家羽(辛亥國小) 陳苡心(復興小學) 江亞軒(雙園國小) 許雁晴(新民小學) 陳苡嘉(新民小學)

小中男子 沈柏翰(復興小學) 李班宇(東門國小)
萬家睿(永吉國小)

羅嘉恩(復興小學)
辜柏允(新民小學) 郭胤辰(雙園國小) 許誌珈(新民小學) 林帛叡(辛亥國小) 宋祐寧(雙園國小)

小低女子 黃亦翎(復興小學) 周妙真(仁愛國小) 朱軒霈(靜心小學)

小低男子 徐愷廷(復興小學) 曾少擎(靜心小學) 葉  隼(志清國小) 葛以喬(辛亥國小) 劉怡宏(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許愷恩(復興小學) 鄭席娜(民生國小) 周妙慈(仁愛國小)

小高男子 張正楷(靜心小學) 羅予寬(永吉國小) 林序翰(新民小學) 涂賀鈞(龍安國小) 詹皓鈞(辛亥國小)

小中女子 陳苡心(復興小學) 簡品榆(士林國小)

小中男子 張正昊(靜心小學) 李緯樂(龍安國小) 楊承鑫(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廖晨妡(士林國小)

小低男子 吳牧學(士林國小)

小高女子 陳貞蓁(永吉國小)

小高男子 何奕鋐(永吉國小) 陳春宇(建安國小)

小中男子 張淵涵(建安國小)

武術基本拳

基本劍術

臺北市108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

初級刀術

初級劍術
個

人

賽

初級棍術



第2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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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基本棍術 小高男子 陳昱璋(永吉國小)

基本太極拳 小高女子 曹舒瑋(士林國小)

小高女子 洪心妘(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陳柏綱(萬福國小) 杜  燊(復興小學) 李欣洋(雙園國小)

小中女子 陳湉湉(雙園國小)

小中男子 林健智(雙園國小)

小高女子 廖晨妏(士林國小)

小中女子 張藺芝(士林國小)

小中男子 黃彥勛(辛亥國小) 林健智(雙園國小)

小高女子 許又馨(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李欣洋(雙園國小) 陳冠辰(新民小學)

小中女子 楊采潔(士林國小) 詹皓紜(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儲貝珈(復興小學)

小高男子 葛以翔(辛亥國小) 周菖茗(辛亥國小) 吳旻囿(雙園國小)

小中女子 涂芸榛(龍安國小)

小中男子 王柏翔(辛亥國小) 紀柏均(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陳宥蓁(辛亥國小)

小低男子 洪煜翔(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洪心妘(雙園國小)

小中女子 朱玉蘋(士林國小)

小高女子 宋瑋寧(雙園國小) 廖晨妏(士林國小)

小高男子 吳旻囿(雙園國小) 周菖茗(辛亥國小)

小中女子 張藺芝(士林國小)

小中男子 王家政(雙園國小)

小高女子 林宥妤(辛亥國小) 陳慈靜(雙園國小)

小高男子 葉宥伸(雙園國小)

小中女子 楊采潔(士林國小) 林家榛(辛亥國小)

小高女子 林宥妤(辛亥國小)

小高男子 葉宥伸(雙園國小)

國際乙組長拳

國際乙組刀術

國際乙組劍術

國際乙組

棍術

國際乙組

槍術

國際乙組

南拳

國際乙組

太極拳

(24式)

國際乙組

太極劍

個

人

賽



第3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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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小高女子 林邑真(興華國小)

小高男子 林序翰(新民小學) 蔡宸煦(志清國小)

小中女子 朱品融(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楊皓宇(志清國小) 張靖安(建安國小)

小高女子 吳佩宸(興華國小) 許碩芸(復興小學) 賴佳秀(老松國小) 陳姿羽(老松國小) 甘家翎(復興小學)

小高男子 林鐸淵(興雅國小) 李柏叡(老松國小) 李耿澔(吉林國小) 陳以諾(興雅國小) 邱宥澧(美國學校) 張宸瑄(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周育安(復興小學) 鄭凱勻(吉林國小) 楊宜蓁(興雅國小) 陳靖涵(吉林國小) 吳翊瑄(老松國小)

小中男子 李譽耀(老松國小)
陳泳助(興雅國小)

林哲寬(復興小學)
方宥中(興雅國小) 張睿翔(興華國小) 陳勁延(復興小學)

小低女子 陳玟君(老松國小) 任祈夢(復興小學) 楊羽瑄(老松國小)

小低男子 張聿聖(復興小學) 陳聞澧(興雅國小) 林哲淯(復興小學) 白羿喬(興雅國小)

小高男子 孫宇濬(興華國小)

小中女子 辛沛吟(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葉禹呈(興華國小)

小高女子 儲貝珈(復興小學) 李紫頤(市大附小)

小高男子 劉宇軒(復興小學) 陳子業(市大附小)

小中女子 謝欣蓉(老松國小) 李安卓(市大附小)

小中男子 詹少輔(文林國小) 蕭宇豪(老松國小)

小低女子 謝欣珈(老松國小)

小低男子 李承卓(市大附小)

傳統南派

拳第三類
小高男子 翁宇鴻(吉林國小)

小中女子 王子淇(興華國小)

小中男子 蘇宇恩(興華國小)

小高女子 陳以馨(吉林國小) 王晴儂(老松國小) 張祐馨(市大附小) 鄭崴寧(建安國小)

小高男子 李耿澔(吉林國小) 温有淞(吉林國小) 陳冠辰(新民小學)
駱冠丞(老松國小)

李柏叡(老松國小)
曹宏榮(興雅國小)

小中男子 詹少輔(文林國小) 呂昀璋(老松國小)

小低女子 陳玟君(老松國小)

小低男子 黃順福(東湖國小)

傳統北派

拳第一類

傳統北派

拳第三類

傳統南派

拳第一類

傳統南派

拳第二類

傳統太極

拳

傳統兵器

第一類

個

人

賽



第4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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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教育盃國小武術錦標賽

小高女子 陳姿羽(老松國小) 李巧云(吉林國小) 吳佩宸(興華國小)

小高男子 駱冠丞(老松國小) 曹宏榮(興雅國小) 鄭傑云(吉林國小) 陳以諾(興雅國小)

小中女子 陳靖涵(吉林國小) 楊宜蓁(興雅國小)

小中男子 李譽耀(老松國小) 蕭宇豪(老松國小) 蘇品齊(興雅國小)

小低女子 陳姵蓉(市大附小)

小低男子 鄭捷升(吉林國小)

小高女子 呂昀蓁(老松國小) 李紫頤(市大附小) 張宇晴(市大附小)

小高男子 邱紹航(興華國小)

小中女子 吳翊瑄(老松國小) 謝欣蓉(老松國小) 李安卓(市大附小)

小中男子 溫禮安(老松國小)

小低女子 張宇辰(市大附小) 吳芃萱(市大附小)

小低男子 黃柏翔(老松國小) 周士展(老松國小)

高年級 復興小學A隊

中年級 復興小學B隊 士林國小 靜心小學E隊 東門國小B隊
低年級 復興小學E隊 靜心小學A隊 復興小學D隊 靜心小學B隊 永吉國小Ａ隊 新民小學A隊
中年級 辛亥精英 靜心小學F隊
低年級 靜心小學C隊

高年級 興雅國小C隊
興華國小高年

級拳術團練
中年級 興雅國小B隊 復興小學C隊 復興小學B隊
低年級 復興小學D隊 興雅國小A隊

高年級
興華國小高年

級散手對練

興華國小高年

級拐棍對練

中年級
興華國小三年

級散手對練

教職員 辛亥國小

高年級 復興小學 吉林國小 雙園國小 興華國小 老松國小 辛亥國小

中年級 復興小學 老松國小 士林國小 辛亥國小 興華國小 靜心小學
低年級 復興小學 靜心小學 老松國小 辛亥國小 士林國小 北市大附小

備註：1.比賽日期：109年7月25、26日(星期六、日)

           2.比賽地點：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活動館)

個

人

賽

對練(2-3

人混合)

武術總錦標

傳統兵器

第二類

傳統兵器

第三類

初級拳術

團練

初級棍術

團練

傳統拳術

團練

團

體

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