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吳○儀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王○洋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蔡○昇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許○瑄

臺中市大雅跆錚跆拳道館 鄭○錡

臺中市大新國小 温○睿

桃園市大有國中 蘇○僑

桃園市大業國小 鄭○承

桃園市大業國小 呂○楷

桃園市大業國小 林○毅

桃園市青溪國小 韋○羲

桃園市會稽國小 林○希

南投縣中興高中A 簡○睿

南投縣中興國中A 李○筠

南投縣中興國中A 林○宸

南投縣光復國小 鄭○宸

南投縣光華國小 謝○丞

南投縣光華國小A 王○程

南投縣光華國小A 林○愷

南投縣光華國小A 謝○丞

南投縣南投高中A 施○瑋

南投縣南投高中A 王○齊

南投縣南投高商A 吳○洲

臺中市文華高中A 李○澄

臺中市明道中學A 李○芸

臺北市五常國小 何○誼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蔡○忻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蔡○恩

臺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耿○宇

臺北市東門國小 羅○彤



所屬單位 姓名

興大附農興大附農 陳○樂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陳○宏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歐○圓

臺南市仁德國小 黃○勝

臺南市世和跆拳道館 陳○明

臺南市新豐高中 林○齊

臺南市龍崎國小 康○豪

臺南市歸南國小 洪○翔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禎

臺中市大雅國小 黃○恩

臺中市大雅國小 廖○晴

臺中市大雅國小 李○祐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莊○萱

臺南市台南跆拳道訓練站 陳○華

臺南市台南跆拳道訓練站 周○佑

新竹縣正道館跆拳道訓練站 廖○正

新竹縣成功國中 許○

新竹縣新社國小 林○愉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吳○淑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劉○婷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蔡○泓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黃○笙

新北市碧華國小 許○寧

桃園市大華國小 陳○全

桃園市中興國中 施○安

桃園市文山國小 李○睿

桃園市東門國小 呂○辰

桃園市菁英跆拳道館 江○賢

桃園市陽明高中 李○穎

桃園市經國國中 施○期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北市國防醫學院 宋○榮

臺北市立大學A 彭○翔

臺北市立大學A 林○婷

臺北市立大學A 李○蘭

臺北市立大學A 黃○民

臺北市立大學A 黃○鐘

臺北市立大學A 江○勳

臺北市立大學A 王○堃

臺北市立大學A 陳○融

臺北市立大學A 陳○宗

臺北市立大學A 張○瑋

臺北市立大學A 游○樺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劉○林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張○宥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李○甄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李○興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沈○翊舜

基隆市A 吳○廷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蔡○妮

高雄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安○傑

苗栗縣建國國中 林○忻

苗栗縣興華高中 蘇○凱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陳○瑄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蔡○晴

花蓮縣忠孝國小 許○維

花蓮縣明義國小 沈○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潔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李○翰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雯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綸



所屬單位 姓名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宇

新北市輔仁大學 呂○昇

新北市輔仁大學 胡○希

新北市輔仁大學 曾○翎

新北市輔仁大學 王○茵

新北市輔仁大學 鄒○恩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瑜

新北市輔仁大學 甯○婕

新北市輔仁大學 謝○妮

新北市輔仁大學 廖○柔

新北市輔仁大學 劉○宸

新北市輔仁大學 蔡○恩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儒

新北市輔仁大學 官○

新北市輔仁大學 朱○捷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勳

桃園市北科附工 魏○含

桃園市北科附工 甘○鳳

桃園市北科附工 邱○穎

桃園市北科附工 葉○瑄

桃園市北科附工 呂○倫

桃園市北科附工 蘇○哲

苗栗縣建功國小 曾○芸

宜蘭大學A 陳○芸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張○雄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簡○正

嘉義大學A 林○駿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吳○儒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邱○鈞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A 張○暄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A 吳○琦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A 辜○紗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A 黃○睿

臺北市龍安國小 王○喆

臺北市龍安國小 劉○睿

臺北市龍門國中 唐○廷

臺北市松山家商 陳○蓁

臺北市松山家商 張○熏

高雄市梅花跆拳道 王○中

宜蘭縣順安國中 孔○恩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梁○甄

忞跆拳道館 陳○怡

忞跆拳道館 王○筑

忞跆拳道館 王○涵

忞跆拳道館 徐○安

桃園市中壢家商 黃○庭

桃園市中壢國小 彭○暄

桃園市中壢國小 宋○晏

桃園市中壢國中 楊○凱

桃園市興國國小 李○烜

新竹市建華國中 游○卉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賴○甄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林○宇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家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勝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珹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邱○恆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賴○珮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鈞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莫○賓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翔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溫○甯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高○祐

高雄市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普門高級中學 方○怡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許○㝢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林○榆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張○容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蕭○儀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張○媛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柯○云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宇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棋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樊○瑒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江○泓

花蓮縣宜昌國中 賴○婕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尤○婕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吳○潔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 鄭○恩

臺北市興雅國中 戴○帆

臺北市興雅國中 鄭○晞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劉○妍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茵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陳○韻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王○涵

新北市金城跆拳道館北大館 林○希

新北市頂埔國小 謝○謙

新北市頂埔國小 劉○睿

臺中市大鵬國小 謝○穎

臺中市仁美國小 蔡○芹

臺中市仁愛國小 黃○甯



所屬單位 姓名

臺中市仁愛國小 李○欣

臺中市仁愛國小 賴○群

臺中市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王○皓

臺中市育仁國小 柯○暄

臺中市陳平國小 王○曄

臺中市葳格高中 莊○靜

臺中市文昌國小 呂○儀

臺中市文昌國小 呂○呈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翔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李○傑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小A 林○庭

臺中市北區臺中二中A 鄭○珊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A 林○旬

臺中市雙十國中A 賁○儀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熒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吳○涵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睿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林○凱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薛○澤

新北市永平高中 張○翔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賴○茵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趙○豪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王○鈞

新北市炫武道館永和分館 蘇○嘉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沈○愉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李○潔

桃園市風林跆訓 蔡○杉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家

桃園市風林跆訓 陳○尹

彰化縣員林跆拳道總館 廖○誼



所屬單位 姓名

彰化縣埔心國中A 張○秝

新竹市三民國小 范○將

新竹縣竹仁國小 黃○漢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王○瑋

桃園市永豐高中 林○

桃園市振翔跆訓 陳○慈

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 林○彤

臺北市老松國小 曾○瑤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 張○富

臺北市敦化國中A 曾○澤

臺北市敦化國中B 林○漢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楊○靚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馬○宣

新北市丹鳳跆拳道館 鄧○甯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婷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陳○安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吳○嫻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呂○潔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宸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吳○誼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洪○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瑜

彰化市彰泰國中 嚴○媛

彰化市彰泰國中 李○栩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謝○埕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李○朔

彰化縣精誠中學國中部 蘇○雅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陳○薇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黃○崡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 邱○融



所屬單位 姓名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 許○瑋

苗栗縣立僑成國小 朱○晴

苗栗縣立銅鑼國小 黃○庭

苗栗縣建功國小 康○瑄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鄭○喬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楊○喻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李○蓁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呂○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柯○碩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智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廖○豪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川原跆拳道 張○蓁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江○涵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廖○皓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陳○瑄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王○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簡○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淂/郭彥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郭○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薛○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施○莛



所屬單位 姓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蘇○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訓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高○俐婷

宜蘭縣復興國中 嚴○庭

宜蘭縣礁溪國中 林○叡

桃園市平鎮國中A 陳○崴

桃園市平鎮國中B 徐○婕

嘉義縣大林國中 謝○茗

嘉義縣大林國中 顏○君

嘉義縣大林國中 黃○展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林○硯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洪○沅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陳○騰

臺中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妤

新北市三重跆促 莊○欽

新北市五華國小 陳○嘉

新北市永福國小 李○瑩

新北市厚德國小 葉○亨

新北市厚德國小 楊○涵

新北市集美國小 陳○溱

嘉義縣朴子國中 林○婷

桃園市大園國中 江○媗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柯○妤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賴○伶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游○諺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蔡○祐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陳○建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陳○俠



所屬單位 姓名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A 郭○成

桃園市文昌國中 許○新

桃園市永順國小 李○諺

桃園市同德國中 游○嫣

桃園市慈文國小 林○恩

桃園市慈文國小 黃○聖

桃園市慈文國中 胡○維

桃園市慈文國中 蔡○祺

桃園市經國國中 劉○廷

臺北市文化大學 胡○萱

臺北市文化大學 徐○玲

臺北市文化大學 周○歡

臺北市文化大學 湯○蓒

臺北市文化大學 陳○靜

臺北市文化大學 許○晨

臺北市文化大學 孔○宏

臺北市文化大學 蕭○櫳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妘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嬑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周○諭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萱

新竹縣芎林國中 鍾○昕

新竹縣東安國小 鍾○昊

臺北市百齡高中 吳○茗

臺北市百齡高中 彭○康

臺北市百齡高中 李○叡

臺北市百齡高中 周○逸

臺北市百齡國小 陳○謙

臺北市百齡國小 陳○嘉

臺北市百齡國小 侯○呈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北市百齡國小 吳○橦

臺北市蘭雅國小 鄭○承

臺北市中山國中 王○閔

臺北市中山國中 楊○豪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吳○璇

臺北市萬芳高中 葉○璇璇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朱○祺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黃○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張○耕

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 莊○媛

桃園市中山國小 王○璟

桃園市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彭○竣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中山舘 林○汶

桃園市龍安國小 黃○哲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黃○叡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中 彭○庭

國立體育大學 李○以理

國立體育大學 葉○妤

國立體育大學 張○喬

國立體育大學 黃○育

國立體育大學 蔡○涵

國立體育大學 張○瑄

國立體育大學 謝○翔

國立體育大學 黃○承

國立體育大學 高○愷

國立體育大學 王○駿

國立體育大學 陳○安

嘉義市興安國小 陳○翔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劉○成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吳○欣



所屬單位 姓名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藍○蕾

雲林縣斗六高中 顏○如

雲林縣斗六高中 楊○諺

高雄市明宗國小 劉○瑜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李○珈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江○溱

新北市三峽國中 李○承

新北市三峽國中A 賴○萱

新北市三峽國中B 曾○菱

新北市三峽國中D 白○庭

華南高商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岳○緹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張○珽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林○芸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方○翔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黎○慈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羅○宏

新北市三重高中 王○丞

新北市真理大學 林○綺

新北市景文科技大學 羅○惠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呂○恩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齊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毅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梁○睿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燁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張○嵐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鄭○運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李○晨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黃○聰

高雄市中山國小 林○宸

高雄市勝利國小 羅○翔



所屬單位 姓名

高雄市勝利國小 羅○彤

臺南市永福國小 何○澂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郭○菡

臺南市後甲國中 吳○萱

臺南市海佃國小 鄭○南

臺南市新興國小 陳○傑

臺南市嘉南藥理大學 潘○華

臺南市漢威道館 梁○棋

臺南市漢威道館 梁○笛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林○域

彰化縣大同國中 賴○禧

彰化縣文興附中 詹○聿

彰化縣聯興國小 何○霈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B 余○睿

臺北市毓薪跆拳道館 葉○盈

新竹縣仁愛國中 劉○佑

新竹縣光明國小 李○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傅○恩

臺北市文化國小 蔡○辰

安興國小A 李○元

新星國小A 陳○哲

新埔國小A 林○皓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工 王○宏

國立體育大學 張○毓

新北市泰山國小 朱○齡

新北市義學國小 金○樂

新北市義學國小 趙○宥

臺北市中山國中 范○愷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陳○琳



所屬單位 姓名

桃園市長庚大學 林○霈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翁○娸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葉○羲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林○翰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A 陳○暄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A 陳○捷

新竹市民富國民小學A 茹○霏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A 莊○元

新竹市光華國民中學 顏○宥

新竹市東門國小 蘇○渝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A 姚○妤

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A 林○艾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A 陳○容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A 洪○翎

新竹市磐石高中國中部A 蘇○菱

新竹市曙光國民小學 邱○滕

屏東縣潮州國中 高○巧

屏東縣潮州國中 田○睿

屏東縣潮州國中 潘○博

屏東縣大仁科技大學 黃○華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道明中學 羅○鎂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郭○顯

花蓮縣北昌國小 簡○翔

花蓮縣明義國小 陳○霆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納○.守也.八旗那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陳○洋

高雄市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賴○亦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洪○誌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張○森

雲林縣虎尾國中 廖○竹



所屬單位 姓名

雲林縣虎尾國中 葉○稑

雲林縣虎尾國中 張○鈞

屏東縣國立屏中 施○寰

屏東縣國立屏中 謝○珊

高雄市楠梓高中 鄭○宏

高雄市楠梓高中 郭○甯

高雄市楠梓高中 孫○媛

高雄市楠梓高中 劉○安

高雄市楠梓高中 施○洧

高雄市鳳山國中 鄭○豪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穎

新北市頭前國中 林○彤

雲林縣麥寮高中 郭○慧

雲林縣麥寮高中 林○君

雲林縣麥寮高中 蕭○珊

雲林縣麥寮高中 廖○琳

雲林縣麥寮高中 陳○澤

雲林縣麥寮高中 林○旭

雲林縣麥寮高中 周○靜

雲林縣麥寮高中 王○任

國立華僑高中 陳○祥

新北市昌平國小A 廖○禹

高雄市龍威跆拳道館 林○信

臺中市四張犁國小 雷○森

臺中市建功國小 黎○希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堂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毓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祐

臺中市惠來國小 韓○旭

南投縣康壽國小 翁○懿



所屬單位 姓名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吳○㳖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億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李○蓁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林○紘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風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蘇○涵

桃園市新屋國小A 劉○政

桃園市新屋國小A 呂○穎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范○瀚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范○綸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 張○萱

基隆市中興國小 簡○云

基隆市信義國小 鍾○妘

新北市瑞芳國小 林○瑄

桃園市中平國小 鄧○彤

臺北市昭晴道館 羅○蓮

高雄市文德國小 李○修

高雄市右昌國中 陳○得

高雄市正興國小 柯○睿

高雄市青年國中 林○融

高雄市屏山國小 周○寬

高雄市福山國小 陳○恩

高雄市福山國中 陳○霖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吳○政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王○廉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王○文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夏○妮

桃園市平鎮國中A 潘○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游○緯



所屬單位 姓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淂

國立體育大學 游○鴻

國立體育大學 蘇○捷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王○文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恩聖武道館 劉○婷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吳○騰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阮○融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林○溢

臺北市松山家商 林○蕙

臺北市龍山TDS 黃○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