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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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永平高中 新北市三和國中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基隆市成功國中 炫武道館 桃園市大崙國中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炫武道館

姓名 張瑜衿 沈芊雯 張以諠 林侑萱 黃子熒 梁芷甯 陳宇晨 林立羽

單位 新和跆拳道館(新和國小)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立農國小 炫武道館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福和國中 桃園市大有國中 炫武道館

姓名 劉冠甫 吳宜宸 葉秉軒 黃子軒 黃奕傑 廖翊軒 高資竣 王廉博

單位 北科附工 楠梓高中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丹鳳高中 臺北市松山家商 楠梓高中 丹鳳高中 楠梓高中

姓名 楊長螢 謝宝嫻 林暐庭 陳倍雅 林可馨 柯品廷 郭羿辰 陳思妤

單位 臺北市松山家商 臺北市松山家商 臺北市松山家商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丹鳳高中 國立花蓮高農 北科附工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姓名 蔡和軒 王敍帆 鄧文智 陳孝澤 游睿澤 林聖懷 吳鎧丞 許宇翔

單位 輔仁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丹鳳高中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基隆女中 輔仁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姓名 黃品潔 李婕瑜 郭彥妤 李映萱 簡湘玲 林侃諭 林昀靚 林泳潔

單位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跆拳道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楠梓高中

姓名 馬允中 邱沐恩 葉芃 張宸帛 彭昱翔 黃靖彤 陳靖 李秉翰

單位 強生跆拳道館 精誠跆拳道館 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姓名 高温俐婷 陳燕亭 陳怡萱

單位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姓名 陳廖霞

單位 楠梓高中 菁英道館 新和跆拳道館 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永龍道館

姓名 鄭紹宏 江仲賢 吳建璋 張凱珽 林伽任

單位 武瀚道館

姓名 張瀚文

單位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新和跆拳道館 海軍陸戰隊

姓名 莊鈞凱 呂承恩 王致中

單位 健民道館 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武德道館

姓名 葉錦舜 李榮傑 王致詔

單位 羅玉蓮

姓名 羅玉蓮

單位 新英跆拳道館 三民跆拳道館 玉里跆拳道訓練中心 世和道館 正道館跆拳道訓練站 龍威跆拳道館 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姓名 蘇效堯 林合彬 謝順福 陳世明 廖運正 林明信 郭俊成

單位 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姓名 陳雙俠

2022年第13屆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暨第7屆亞洲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中華代表隊選拔

成績公告
時間：111年3月1-3日  地點：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

公認

品勢

個人女子組(-65歲)

個人男子組(-60歲)

個人男子組(+65歲)

個人女子組(-60歲)

個人男子組(-40歲)

個人男子組(-65歲)

個人女子組(-40歲)

個人女子組(-50歲)

個人男子組(-50歲)

個人男子組(-17歲)

個人女子組(-30歲)

個人男子組(-30歲)

個人女子組(-14歲)

個人男子組(-14歲)

個人女子組(-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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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13屆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暨第7屆亞洲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中華代表隊選拔

成績公告
時間：111年3月1-3日  地點：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

單位 弘道國中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桃園市大有國中 桃園市大有國中

姓名 徐悠然 張以諠 許筑甯 簡鈺珈

單位 育成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姓名 陳歆雅 高千千 曾欣培

單位
北中石牌臺北商業大學聯

隊

姓名
簡岑澔/吳宇軒/蔡宇魁/巫

若瑄/徐悠然

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大輔大育成聯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體大北市大聯隊

姓名
林泳潔/徐語澤/蘇佳恩/梁

長厚/林禹翰

胡子萱/陳歆雅/陳拓宇/張

凱健/簡言澔

蘇星宇/陳奕訓/吳京典/林

昀靚/高千千

黃靖彤/李但以理/王晨安/

曾欣培/簡湘玲

單位 北投國中 石牌國中 北投國中 北科附工 北科附工 三民跆拳道館 桃園市大業國小 桃園市大有國中

姓名 簡岑澔 吳宇軒 蔡宇魁 劉伸朋 高定宇 詹文顯 黃智捷 張紘睿

單位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崇武道館 育成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花蓮高工

姓名 黃靖彤 李但以理 張凱健 簡言澔 薛倢恩 黃世鐘 陳奕訓 王為宏

團體五人組(+18歲)

個人男子組(-17歲)

個人男子組(+18歲)

自由

品勢

個人女子組(-17歲)

個人女子組(+18歲)

團體五人組(-1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