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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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女子
鐘文芸(士林高商)

陳安萱(中正高中)
郭霈淇(臺灣戲曲)

高中男子 盧恩勛(中正高中) 朱冠霖(中正高中) 翁子耀(大直高中)

國中女子 鄭嵐云(敦化國中) 楊佳蓁(龍門國中) 嚴安慈(復興中學) 詹云緻(長安國中) 朱恩永(中正國中) 溫有甯(南門國中)

國中男子 林健豐(龍門國中) 陳俊宏(敦化國中) 翁宇鴻(敦化國中) 杜坤育(復興中學) 張富翔(中正國中)

高中男子 許宸浩(中正高中)

國中女子 顏廷倢(龍門國中) 蘇宇薇(復興中學)

國中男子 楊詠善(復興中學) 林稚家(中正國中) 涂賀鈞(中正國中)

高中女子 陳姍柔(中正高中)

國中女子 顏廷倢(龍門國中) 羅香寧(敦化國中) 陳品瑄(復興中學) 甘家翎(復興中學)

國中男子 溫智凱(敦化國中) 李庭維(復興中學) 劉至承(龍門國中)

高中男子 王品超(中正高中)

國中女子 蘇宇薇(復興中學) 陳以馨(敦化國中) 羅香寧(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 曾群翔(敦化國中) 李庭維(復興中學) 温有淞(敦化國中) 林健豐(龍門國中)

高中女子 陳珮綺(臺灣戲曲)

高中男子
蔡彭駿誠

(臺灣戲曲)

國中女子 楊佳蓁(龍門國中) 廖思晴(仁愛國中)

國中男子 溫智凱(敦化國中) 劉至承(龍門國中)

臺北市109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

初級長拳

初級劍術

初級刀術

初級棍術

武術基本拳

個

人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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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

國中女子 朱恩永(中正國中)

國中男子 林宥澤(仁愛國中) 涂賀鈞(中正國中)

基本劍術 國中男子 林稚家(中正國中)

國中女子 黃靖薰(石牌國中) 林宥妤(龍門國中) 張予瑄(龍門國中)

國中男子 宋子群(至善國中) 高胤耕(萬華國中) 林家赫(萬華國中)

國中女子 黃靖薰(石牌國中) 張予瑄(龍門國中) 林宥妤(龍門國中)

國中男子 宋子群(至善國中) 林家赫(萬華國中) 曹恩璿(龍門國中)

國際第一套長拳 國中男子 李明哲(臺灣戲曲)

國中女子 高李嫣(龍門國中)

國中男子 陳畇榤(至善國中)

國中女子 高李嫣(龍門國中)

國中男子 何奕鋐(仁愛國中)

國中女子 宋瑋寧(中正國中)

國中男子 葉宥辰(萬華國中) 周菖茗(至善國中) 吳旻囿(至善國中)

國際第一套南刀 國中男子 吳旻囿(至善國中)

國際第一套南棍 國中男子 葉宥辰(萬華國中) 周菖茗(至善國中)

國際第三套長拳 高中男子
蔡彭駿誠

(臺灣戲曲)

基本棍術

國際第一套

太極拳(42式)

國際第一套

太極劍(42式)

國際第一套短兵

個

人

賽

國際第一套長兵

國際第一套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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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

高中男子 邱昱程(建國高中)

國中男子 黃昱翔(仁愛國中)

國中女子 陳穎(中正國中)

國中男子 周正覺(中正國中)

高中女子 翁于茜(中山女中) 陳玟卉(松山工農)
陳語佳

(私立靜修中學)

高中男子 林敬捷(中正高中) 林俊傑(中正高中) 王昱翔(復興中學)

國中女子 陳俐妤(敦化國中) 甘家翎(復興中學) 莊凱安(復興中學) 陳亭葭(幼華國中)

國中男子 王國兆(明湖國中) 張求定(景美國中) 陳晏宇(實踐國中) 黃廷奐(敦化國中) 林鐸淵(龍門國中) 劉昌祐(延平高中) 林鐸淵(龍門國中) 陳聞謙(興雅國中)

高中女子
陳語佳

(私立靜修中學)
鐘文芸(士林高商)

高中男子 翁子耀(大直高中)

國中女子 陳以馨(敦化國中) 陳郁儒(興雅國中)

國中男子 楊詠善(復興中學) 王國兆(明湖國中) 林冠延(介壽國中) 周正覺(中正國中) 曾群翔(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 鄭嵐云(敦化國中) 陳郁儒(興雅國中)

國中男子 劉昌祐(延平高中) 翁宇鴻(敦化國中) 陳威辰(金華國中) 曹宏榮(興雅國中)

傳統兵器第四類 高中女子 陳玟卉(松山工農)

傳統南拳第三類 高中男子 張晉睿(景文中學)

高中女子 王薏琇(百齡高中)

高中男子 徐諺鑫(百齡高中)

傳統北拳第一類

傳統兵器第二類

散手52公斤級

傳統北拳第二類

傳統北拳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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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

散手60公斤級 高中男子 謝政宏(百齡高中)

散手48公斤級 國中男子 蘇宗希(百齡高中)

高中 台灣戲曲(高中)A
臺北市私立

景文高中B隊

臺北市私立

景文高中A隊

國中 台灣戲曲(國中)A蘭雅A隊 蘭雅B隊

初級棍術團練 國中 蘭雅A隊 蘭雅B隊

傳統拳術團練 國中 幼華國中B隊 幼華國中A隊

高中 中正高中 臺灣戲曲 百齡高中
士林高商

松山工農
因並列取消該名次 私立靜修中學

國中 敦化國中 龍門國中 中正國中 復興中學 至善國中 萬華國中

備註：1.比賽日期：110年3月13日（星期六）

      2.比賽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中（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30號活動中心三樓）

初級拳術團練

武術總錦標

團

體

賽

個

人

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