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7頁成績總表
個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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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男子 楊詠善(復興中學) 李羿辰(仁愛國中) 王行睿(靜心高中) 涂賀鈞(中正國中) 洪啟睿(復興中學) 關義(復興中學)

國中女子 蘇宇薇(復興中學) 莊凱安(復興中學)

小高男子 杜燊(復興小學) 王佑峻(吉林國小) 許朕瑜(復興小學) 楊崧譽(復興小學) 陳昱翔(復興小學) 郭柏頤(復興小學)

小高女子 儲貝珈(復興小學) 涂芸榛(龍安國小) 周育安(復興小學)

小中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曾少擎(靜心小學) 樓喆立(靜心小學) 黃矞(靜心小學) 賴韋霖(士林國小) 李家綻(靜心小學)

小中女子 張芩(復興小學)

國中男子 李庭維(復興中學)
邱宥澧

(台北美國學校)
洪啟睿(復興中學) 陳彥中(復興中學) 關義(復興中學) 李睿釩(靜心高中)

國中女子 蘇宇薇(復興中學) 黃靖薰(石牌國中2) 廖思晴(仁愛國中) 嚴安慈(復興中學)

小高女子 鄭安倢(復興小學) 温宇喬(吉林國小) 周育安(復興小學) 劉佳軒(靜心小學) 曾雨晴(復興小學) 莊于葶(復興小學)

小高A男子 林穎寬(復興小學) 楊皓宇(志清國小) 許朕瑜(復興小學) 林威翰(武蘊空間) 楊承鑫(靜心小學) 賴博庭(復興小學) 呂彥均(志清國小) 張紘碩(靜心小學)

小高B男子 蘇子麒(復興小學) 楊崧譽(復興小學) 吳緯絃(復興小學) 林序翰(新民小學)
羅予寬(永吉國小)

陳勁儒(復興小學)
陳昱翔(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陳苡心(復興小學) 陳苡嘉(新民小學)
劉可云

(孩子王樂學館)

廖勗雅(永吉國小)

黃亦翎(復興小學)
張芩(復興小學)

鄭涵予

(孩子王樂學館)
周妙真(仁愛國小) 馬巧芯(復興小學)

小中A男子 葉隼(志清國小) 徐愷廷(復興小學) 曾少擎(靜心小學) 林鼎鈞(靜心小學) 黃祈翰(靜心小學) 嚴勝友(復興小學) 邱曜朗(靜心小學)
張景勛

(孩子王樂學館)

小中B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沈柏翰(復興小學) 甘裕德(東門國小) 林帛叡(辛亥國小) 余若凡(復興小學) 廖宥安(永吉國小) 李家綻(靜心小學) 周宗序(永吉國小)

小低男子 張聿聖(復興小學)
羅玄安

(孩子王樂學館)
李英賢(復興小學)

小低女子
蔡采靜

(孩子王樂學館)

羅月彤

(孩子王樂學館)
慕沁芮(靜心小學) 林緹甄(新民小學)

初級短兵 高中男子 王昱翔(復興中學)

中華民國109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初級刀術

初級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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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短兵 高中女子 楊庭安(復興中學)

社青女子
高韋庭

(心意六合拳社)

國中男子 李庭維(復興中學) 王行睿(靜心高中) 楊尚儒(靜心高中) 楊詠善(復興中學) 關義(復興中學) 張正楷(靜心高中)

小高A男子 張正昊(靜心小學) 賴博庭(復興小學) 林家鈞(國光國小) 許朕瑜(復興小學) 賴韋誠(國光國小) 賴奕達(靜心小學) 張紘碩(靜心小學) 林哲寬(復興小學)

小高B男子 王佑峻(吉林國小) 陳奕安(復興小學) 蘇子麒(復興小學) 柳蘊倫(國光國小) 楊崧譽(復興小學) 吳緯絃(復興小學) 蔡宸煦(志清國小) 沈毅軒(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陳靖涵(吉林國小) 劉佳軒(靜心小學)
甘珮華(東門國小)

温宇喬(吉林國小)
劉毓盈(國光國小) 林卉妮(志清國小)

許愷恩

(華美美國學校)

許甯

(台北美國學校)

許碩芸(復興小學)

楊安雅(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陳苡心(復興小學) 馬巧芯(復興小學) 鄭凱勻(吉林國小)
劉可云

(孩子王樂學館)
張芩(復興小學) 楊予安(靜心小學) 黃亦翎(復興小學) 楊沅蓁(國光國小)

小中A1男子 徐愷廷(復興小學) 曾少擎(靜心小學) 黃祈翰(靜心小學) 彭安捷(復興小學) 葛以喬(辛亥國小) 徐子翔(靜心小學) 陳傳勛(仁愛國小) 徐鼎恩(國光國小)

小中A2男子 陳昀朗(復興小學) 李京禾(永吉武術社) 廖晨熙(靜心小學) 葉隼(志清國小) 陳品叡(復興小學) 邱曜朗(靜心小學) 林鼎鈞(靜心小學) 陳品安(永吉武術社)

小中B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游程同(國光國小) 甘裕德(東門國小) 鍾禹澤(復興小學) 梁凱硯(昌平國小) 沈柏翰(復興小學) 陳勁延(復興小學) 吳博睿(靜心小學)

小低B2男子 張聿聖(復興小學) 陳宇廷(靜心小學) 唐承佑(靜心小學) 紀柏廷(靜心小學) 劉睿群(靜心小學) 周佑宸(靜心小學) 宋孟築(靜心小學) 黃靖翔(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任祈夢(復興小學) 鍾予昕(復興小學)
蔡采靜

(孩子王樂學館)
林緹甄(新民小學) 慕沁芮(靜心小學) 陳琳丹(復興小學)

白若妡

(孩子王樂學館)
劉芳岑(國光國小)

高中男子 蔡士毅(復興中學)

小低A男子
蔡宗謀

(孩子王樂學館)
馬璿凱(復興小學)

羅玄安

(孩子王樂學館)
徐愷佑(復興小學) 賈天珩(復興小學) 羅嘉聖(復興小學)

社青男子
鄭友鎰

(花蓮心意拳)

小低B1男子 謝欣愷(靜心小學) 李英賢(復興小學) 曾昊霆(復興小學) 胡孝銓(永吉武術社) 王浩宇(吉林國小) 徐維甫(靜心小學) 鄭捷升(吉林國小) 朱霆諭(靜心小學)

國中女子 蘇宇薇(復興中學) 嚴安慈(復興中學) 詹云緻(長安國中) 甘家翎(復興中學) 劉子榕(復興中學) 黃玄(復興中學)

初級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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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青女子
高韋庭

(心意六合拳社)

國中女子 蘇宇薇(復興中學) 羅香寧(敦化國中) 陳品瑄(復興中學) 嚴安慈(復興中學) 陳貞蓁(敦化國中) 吳思豫(靜心高中)

國中男子 李庭維(復興中學) 楊詠善(復興中學) 許凱鈞(復興中學) 杜坤育(復興中學)

小高女子 儲貝珈(復興小學) 鄭席娜(武蘊空間) 林千寗(新民小學)
許甯

(台北美國學校)
許碩芸(復興小學) 鄭安倢(復興小學)

許愷恩

(華美美國學校)
周育安(復興小學)

小高男子 許朕瑜(復興小學) 陳柏綱(武蘊空間) 蘇子麒(復興小學) 張宸瑄(復興小學) 陳昱翔(復興小學) 陳彥誠(志清國小) 賴博庭(復興小學) 林穎寬(復興小學)

小中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小低中女子 陳苡心(復興小學) 廖勗雅(永吉國小) 許雁晴(新民小學) 張芩(復興小學) 鄭凱勻(吉林國小) 周妙真(仁愛國小)

高中女子 郭霈淇(臺灣戲曲)

國中男子 李庭維(復興中學) 王行睿(靜心高中) 張正楷(靜心高中) 楊尚儒(靜心高中)

國中女子 廖思晴(仁愛國中) 嚴安慈(復興中學) 黃靖薰(石牌國中2)

小高男子 張正昊(靜心小學) 陳奕安(復興小學) 林序翰(新民小學) 紀柏均(靜心小學) 吳緯絃(復興小學) 楊承鑫(靜心小學) 陳穩博(仁愛國小) 沈毅軒(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鄭席娜(武蘊空間) 儲貝珈(復興小學)
許愷恩

(華美美國學校)

小低中女子 陳苡心(復興小學) 劉可云(孩子王樂學館)
蔡采靜

(孩子王樂學館)
陳苡嘉(新民小學)

小低中男子 沈柏翰(復興小學) 廖宥安(永吉國小) 張聿聖(復興小學)

基本劍術 小高女子 林千寗(新民小學)

高中男子 林映宏(武蘊空間)

國中男子 周正覺(中正國中) 林宥澤(仁愛國中) 涂賀鈞(中正國中) 陳昱璋(仁愛國中) 黃昱翔(仁愛國中)

基本棍術

初級劍術

武術基本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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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 朱恩永(中正國中)

小高男子 陳奕安(永吉國小)

小高女子 徐千淳(國光國小) 林鈺庭(國光國小) 張芷芸(國光國小)

小高男子 黃彥勛(辛亥國小) 張正昊(靜心小學) 游曜瑋(國光國小) 林家鈞(國光國小) 賴韋誠(國光國小) 許旻皓(國光國小)

小中男子 游程同(國光國小)

小高男子 張宸瑄(復興小學) 蘇子麒(復興小學)

小中高女子 許妤禎(國光國小)

小高男子 杜燊(復興小學) 柳蘊倫(國光國小) 郭柏頤(復興小學) 鄭傑云(吉林國小) 林家鈞(國光國小) 陳昱翔(復興小學)

小高女子 林鈺庭(國光國小) 張芷芸(國光國小) 劉祖恩(靜心小學) 徐千淳(國光國小)

小中男子 洪煜翔(辛亥國小) 黃群皓(昌平國小) 游程同(國光國小) 劉忠穎(昌平國小) 梁凱硯(昌平國小) 曾少擎(靜心小學)

小低女子 慕沁芮(靜心小學)

小低男子 謝欣愷(靜心小學)

小高女子 劉毓盈(國光國小) 朱禹欣(國光國小)

小中女子 楊沅蓁(國光國小)

小高男子 柳蘊倫(國光國小)

小高女子 朱禹欣(國光國小)

小中男子 王以安(辛亥國小)

國際乙組

劍術

國際乙組

南拳

國際乙組

棍術

國際乙組

槍術

基本棍術

國際乙組

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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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女子 林心筠(昌平國小) 楊沅蓁(國光國小) 邱語冰(國光國小) 陳品妍(國光國小)

小低女子 陳芃臻(國光國小)

小高男子 杜燊(復興小學) 張正昊(靜心小學) 陳柏綱(武蘊空間) 羅予寬(永吉國小)

小高女子 林家羽(辛亥國小)

小中男子 張聿廷(復興小學)

小中女子 邱語冰(國光國小)

國際第一

套刀術
國中男子 許元愷(板橋國中) 陳韋豪(板橋國中)

國中男子 林靖紘(板橋國中) 楊詠善(復興中學)

國中女子 嚴安慈(復興中學) 陳宥忻(板橋國中)

國中男子 林靖紘(板橋國中) 洪啟睿(復興中學)

國中女子 鄭嵐云(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 許元愷(板橋國中) 陳韋豪(板橋國中) 李明哲(臺灣戲曲) 廖浩惟(板橋國中) 劉恩齊(板橋國中) 何奕鋐(仁愛國中)

國中女子 鄭庭蕙(板橋國中) 黃鈺涵(板橋國中) 謝雨芯(板橋國中) 廖思晴(仁愛國中)

國中男子 許育瑋(板橋國中)

國中女子 陳盈茹(板橋國中)

國中男子 李祥宇(板橋國中) 許育瑋(板橋國中) 顏丞志(板橋國中) 楊竣翔(板橋國中) 鄭少豪(萬華國中) 周正覺(中正國中)

國中女子 陳盈茹(板橋國中)

國際第一

套太極劍

42式

國際第一

套長拳

國際第一

套南刀

國際第一

套南拳

國際第一

套太極拳

42式

國際乙組

劍術

國際乙組

長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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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第一

套南棍
國中男子 李祥宇(板橋國中) 許育瑋(板橋國中)

國際第一

套棍術
國中男子 許元愷(板橋國中) 劉恩齊(板橋國中) 陳韋豪(板橋國中) 陳彥中(復興中學)

國際第一

套槍術
國中女子 鄭庭蕙(板橋國中) 楊佳蓁(龍門國中) 謝雨芯(板橋國中)

國際第一

套劍術
國中女子 鄭庭蕙(板橋國中)

國際第三

套刀術
高中男子 王品超(中正高中) 林敬捷(中正高中) 謝易錚(永春高中)

國際第三

套太極劍
高中男子 何承駿(中正高中) 何承駿(中正高中)

國際第三

套長拳
高中男子 蔡彭駿誠(臺灣戲曲) 謝易錚(永春高中)

國際第三

套南刀
高中女子 石芸甄(中正高中)

高中女子 石芸甄(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 林樂衡(中正高中)

國中男子 黃昱翰(板橋國中)

國際第三

套南棍
中學男子 林俊傑(中正高中)

蕭聖燁(中正高中)

劉恩齊(板橋國中)

國際第三

套棍術
高中男子 盧恩勛(中正高中)

國際自選

太極拳
高中男子 王俊凱(中正高中)

國際自選

長拳
高中男子 王品超(中正高中) 林敬捷(中正高中) 盧恩勛(中正高中)

國際自選

南拳
高中男子 林俊傑(中正高中)

國際第三

套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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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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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中混合 靜心小學L隊

小高混合 靜心小學O隊

國中組 仁愛國中A隊 中正國中隊
小高混合 復興小學A隊 國光國小A隊 東門國小B隊 靜心小學M隊 國光國小C隊 國光國小B隊
小低混合 靜心小學A隊 靜心小學B隊 復興小學E隊 新民小學A隊 孩子王樂學館 復興小學F隊
小中混合 靜心小學G隊 復興小學B隊 國光國小F隊 靜心小學F隊 孩子王樂學館 復興小學C隊
高中組 戲曲學院A隊
小高混合 東門國小A隊 新民小學C隊
小中混合 靜心小學H隊 辛亥武術C 靜心小學I隊

初級劍術 小高混合 雙園國小

比賽日期:109/12/11-12日

比賽地點:台北體育館4樓

初級刀術

初級拳術

初級棍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