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 

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秩序冊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3日至 111年 11月 6日。 

競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360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號)。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核准文號 ：教育部體育署111年9月30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110035849號函。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賽程時間表 

日      期 時     間 項     目 備      註 

11月 03日 

(星期四) 

09:30~10:30 單位報到(當日賽程) 本日賽程 

1、 自由品勢(個人、團體五人)。 

2、 社會 30歲以上各組別(個人、雙人、

團體三人) 

 

10:30~11:20 裁判會議 

11:20~12:00 領隊教練會議 

13:00~17:30 下午賽程 

17:30~18:00 頒獎 

11月 04日 

(星期五) 

07:30~08:30 單位報到(當日賽程) 本日賽程 

1、高中組(個人、雙人、團體三人)。 

2、 大專組(個人、雙人、團體三人)。 

3、 社會 18-30歲組(個人、雙人、團體

三人)。 

08:30~09:00 選手檢錄 

09:00~12:00 上午賽程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11月 05日 

(星期六) 

07:30~08:30 單位報到(當日賽程) 本日賽程 

1、國中組(個人、雙人、團體三人)。 

2、國小高年級(男、女子個人黑帶組) 
08:00~08:30 選手檢錄 

08:30~12:30 上午賽程 

12:3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11月 06日 

(星期日) 

07:30~08:30 單位報到(當日賽程) 第四天賽程 

1、國小低年級(個人、雙人、團體三人)。 

2、國小中年級(個人)。 

3、國小高年級(個人色帶組、雙人、團體

三人)。 

08:00~08:30 選手檢錄 

08:30~12:30 上午賽程 

12:3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備     註 

1、 大會得視賽程進度調整比賽休息時間。 

2、 參賽選手須提前 30 分鐘至比賽場地等待檢錄出賽，經檢錄組唱名三次未到者以

棄權論。 

3、 出賽選手以黑帶組(選手證)色帶組(級證)為出賽證件，請務必攜帶該証件出賽。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大會職員表 

榮  譽  會  長：陳文福、王素筠、王源昌、陳建平、許安進 

大  會  會  長：張火爐 

大 會 副 會 長：李眉蓁、蔡旺詮、羅貴星、王銘絹、沈會承、張國祚、 

周桂名 

大會顧問：劉貴雄、王文通、郭金興、李勝陽、謝春鳳、林應國、 

 陳俊仙、羅貝麗、葉美秀、蘇文能、陳保安、陳世雄、 

 王致詔、劉祖蔭、陳廖霞、童雅琳、鍾登懋、張瓊芳、 

 吳政哲、魏瑞賢、曾正公、劉聰達、莊孝勇、林德昭、 

 呂真誠、連榮華、羅月英、陳三吉、黃義和、張永文、 

 楊唐源、林岳本、陳坤輝、張紹榮、袁知明、張志雄、 

 簡億鑫、邱芳票 

秘  書   長：周雅婷 

副 秘 書 長：羅文祥 戴淑華 吳思嫻 

賽 務 經 理：許志嘉 

裁 判 組 長：戴淑華   副組長：張芫嘉 

競 賽 組 長：陳玟秀   副組長：蔡慧靜 

行 政 組 長：楊佳縈   副組長：吳宜恬 

場 地 組 長：陳志平         副組長：鄧名娟 

防   疫  組：巫雙貴 

工 作 人 員：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 

品勢錦標賽 

裁判名單 
競賽管理委員會主席   連榮華 

競賽管理委員                歐茂杰  蘇效堯  王致昭  柯碧祥 

裁判長                             李清德 

副裁判長                   劉祖望 許志豪 

裁判 

11月 3 日 

陳龍財(基隆市) 林宏連(臺北市) 韋政宏(臺北市)  羅嘉彬(新北市) 

謝寶慧(新北市)   羅月英(桃園市)    林保福(苗栗縣)  呂心豪(苗栗縣) 

林久裕(台中市) 陳靜如(臺中市) 賴吟吾(南投縣) 葉容瑞(彰化縣)

趙誠志(嘉義市) 許 丞(嘉義縣) 吳榮仁(臺南市) 吳榮杰(高雄市) 

林志峰(宜蘭縣) 潘斐章(臺東縣) 

助理裁判 

張詠綺(苗栗縣)    張瑞恩(台中市)  彭映心(苗栗縣)   鍾沛欣(苗栗縣) 

11月 4 日 

陳龍財(基隆市) 簡億鈞(基隆市) 林宏連(臺北市) 韋政宏(臺北市) 

葉家玄(臺北市) 何健誠(臺北市) 陳巧楠(臺北市) 羅嘉彬(新北市) 

謝寶慧(新北市) 蘇幸慈(新北市) 陳玉燕(新北市) 余珮菱(新北市) 

羅月英(桃園市) 莊詠雄(桃園市) 葉芸利(桃園市) 曾秀玲(桃園市) 

羅財旺(桃園市) 游輝平(新竹市) 張劦偉(新竹縣) 林保福(苗栗縣) 

吳由國(苗栗縣) 張光萬(苗栗縣) 呂心豪(苗栗縣) 潘香如(苗栗縣) 



 

 

林久裕(台中市) 林建志(臺中市) 陳靜如(臺中市) 劉怡伶(臺中市) 

許淵博(台中市) 賴吟吾(南投縣) 葉容瑞(彰化縣) 王培源(雲林縣)  

薛妙寧(嘉義市) 趙誠志(嘉義市) 陳志益(嘉義市) 許 丞(嘉義縣) 

吳榮仁(臺南市) 劉軒宏(臺南市) 陳志明(臺南市) 楊玉桃(臺南市) 

蔡冠勛(臺南市) 吳榮杰(高雄市)  李政哲(高雄市) 沈怡萱(高雄市) 

黃健煊(花蓮縣) 林志峰(宜蘭縣)  潘斐章(臺東縣) 

助理裁判 

張詠綺(苗栗縣) 張瑞恩(台中市) 林玉婷(新竹市) 林佩楨(苗栗縣) 

吳芳萱(台中市) 彭映心(苗栗縣)   鍾沛欣(苗栗縣)    簡俊仁(苗栗縣) 

陳世泓(台中市) 王加穎(台中市) 

11月 5、6日 

陳龍財(基隆市) 簡億鈞(基隆市) 劉展佑(基隆市) 林宏連(臺北市) 

韋政宏(臺北市) 葉家玄(臺北市) 何健誠(臺北市) 陳巧楠(臺北市) 

韓惠捷(台北市) 羅嘉彬(新北市) 謝寶慧(新北市) 蘇幸慈(新北市) 

陳玉燕(新北市) 余珮菱(新北市) 蔡郁芳(新北市) 羅月英(桃園市) 

莊詠雄(桃園市) 葉芸利(桃園市) 曾秀玲(桃園市) 羅財旺(桃園市) 

莊佳容(桃園市) 游輝平(新竹市) 張劦偉(新竹縣) 蕭錦雲(新竹縣) 

林保福(苗栗縣) 吳由國(苗栗縣) 張光萬(苗栗縣) 呂心豪(苗栗縣) 

潘香如(苗栗縣) 林久裕(台中市) 林建志(臺中市) 陳靜如(臺中市) 

劉怡伶(臺中市) 張譯予(臺中市) 許淵博(台中市) 賴吟吾(南投縣) 

葉容瑞(彰化縣) 顏國雄(彰化縣) 王培源(雲林縣) 薛妙寧(嘉義市)   

趙誠志(嘉義市) 陳志益(嘉義市) 許 丞(嘉義縣) 吳榮仁(臺南市) 

劉軒宏(臺南市)   陳志明(臺南市) 楊玉桃(臺南市)    蔡冠勛(臺南市) 



 

 

黃慶祥(台南市) 吳榮杰(高雄市) 李政哲(高雄市) 沈怡萱(高雄市) 

黃健煊(花蓮縣) 任鳳儀(花蓮縣) 林志峰(宜蘭縣) 潘斐章(臺東縣) 

助理裁判 

張詠綺(苗栗縣) 張瑞恩(台中市) 林玉婷(新竹市) 林佩楨(苗栗縣) 

吳芳萱(台中市) 彭映心(苗栗縣)   鍾沛欣(苗栗縣)    簡俊仁(苗栗縣) 

陳世泓(台中市) 王加穎(台中市) 邱佳君(新竹市) 林依祺(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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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 年第十四屆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 宗旨：為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優良武德及積極進取的 

精神，提升跆拳道品勢運動技術。 

貳、 依據：本規程經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9月 30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35849 號函備查。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苗栗縣政府。 

伍、 承辦單位：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陸、 協辦單位：苗栗縣議員羅貴星服務處、苗栗縣立體育場、苗栗縣體育會。 

柒、 競賽日期：111 年 11月 3 日至 111 年 11月 6 日(共四日) 

捌、 競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360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 

玖、 比賽組別與指定競賽品勢： 
一、 個人組─區分男子組、女子組 

(一) 國小低年級組(限定在學學生 1、2 年級)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黑帶一段組 太極 5、6、7、8 章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二) 國小中年級組(限定在學學生 3、4 年級)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黑帶一段組 太極 5、6、7、8 章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三) 國小高年級組(限定在學學生 5、6 年級)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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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帶一段組 太極 5、6、7、8 章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四) 國中組(限定國中在學學生)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黑帶一段組 太極 5、6、7、8 章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五) 高中組(限定高中在學學生)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黑帶一段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7、8 章、高麗、金剛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六) 大專組(限定大專在學學生，且未曾當選過國手)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 2 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 4 章、5 章 

黑帶一段組 太極 6、7、8 章、高麗 

黑帶二段以上組 太極 7、8 章、高麗、金剛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七) 社會組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18-30 歲(含大專組國手) 太極 8 章、高麗、金剛、太白、平原 

31-40 歲 高麗、金剛、太白、平原、十進 

41-50 歲 太白、平原、十進、地跆、天拳 

51-60 歲 平原、十進、地跆、天拳、漢水 

61-65 歲 平原、十進、地跆、天拳、漢水 

66 歲以上 平原、十進、地跆、天拳、漢水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二、 雙人組─男、女各一名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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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國小雙人色帶 1~3 年級組 太極 2 章、3 章 

國小雙人黑帶 1~3 年級組 太極 5、6、7、8 章 

國小雙人色帶 4~6 年級組 太極 2 章、3 章 

國小雙人黑帶 4~6 年級組 太極 5、6、7、8 章 

國中雙人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國中雙人組(黑帶) 太極 7、8 章、高麗、金剛 

高中雙人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高中雙人組(黑帶) 太極 8 章、高麗、金剛、太白 

大專雙人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大專雙人組(黑帶) 未曾當選過國手 太極 8 章、高麗、金剛、太白 

社會雙人組 18-30歲(含大專組國手) 高麗、金剛、太白、平原、十進 

社會雙人組 31 歲以上 太白、平原、十進、地跆、天拳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三、 團體三人組(男子 3 人一組或女子 3 人一組)   
 

組別 指定競賽品勢 

國小團體色帶 1~3 年級組 太極 2 章、3 章 

國小團體黑帶 1~3 年級組 太極 5、6、7、8 章 

國小團體色帶 4~6 年級組 太極 2 章、3 章 

國小團體黑帶 4~6 年級組 太極 5、6、7、8 章 

國中團體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國中團體組(黑帶) 太極 7、8 章、高麗、金剛 

高中團體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高中團體組(黑帶) 太極 8 章、高麗、金剛、太白 

大專團體組(色帶) 太極 3 章、5 章 

大專團體組(黑帶) (未曾當選國手) 太極 8 章、高麗、金剛、太白 

社會團體組 18-30歲(含大專組國手) 高麗、金剛、太白、平原、十進 

社會團體組 31 歲以上 太白、平原、十進、地跆、天拳 

(以上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 

 

 

四、 自由品勢個人組(區分男子組及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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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競賽品勢 

男

女
 12-14 歲 

(1) 比賽時間：90-100秒 

(2) 自由品勢的組成: 

2.1 由選手自行選擇是否使用 Yeon-mu line 

2.2 表現技巧必須界定為跆拳道技巧，必須在遞交表

演計畫時由大會的品勢委員評判是否符合跆拳道技

巧。 

2.3 由選手自行選擇音樂以及整體編排。 

備註: 音樂需存放於 USB (不可有歌詞，音樂內容不可涉

及政治、社會、宗教層面)，選手間不可存有歧視或互相

冒犯。 

男

女
 15-17 歲 

男

女
 18 歲以上 

五、 自由品勢團體組(限黑帶) 
 

組別 指定動作 

12-14 歲(5 人制，

需有 2 位異性) 

(1) 比賽時間：90-100秒 

(2) 自由品勢的組成: 

2.1 由選手自行選擇是否使用 Yeon-mu line 

2.2 表現技巧必須界定為跆拳道技巧，必須在遞交表

演計畫時由大會的品勢委員評判是否符合跆拳道技

巧。 

2.3 由選手自行選擇音樂以及整體編排。 

備註: 音樂需存放於 USB (不可有歌詞，音樂內容不可涉

及政治、社會、宗教層面)，選手間不可存有歧視或互相

冒犯。 

15-17 歲(5 人制，

需有 2 位異性) 

18 歲以上(5 人

制，需有 2 位異

性) 

壹拾、 選手資格：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持有本會頒發壹段以上證書之會員，可參

加黑帶各組及跨組。持有本會及授權縣市跆拳道委員會所頒發之級證者，可參

加色帶組。※具有本會壹段以上之會員，不可參加色帶級組比賽，違者交大會

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並取消賽期所獲得之賽事成績。 

壹拾壹、 組隊方式：自由組隊報名，開放各校跆拳道社團、全國各道館，軍警院校及

各級學校組隊參賽。 

壹拾貳、 報名手續：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0月 14 日(星期五)截止，逾期概不受理。 

二、 本比賽一律採取線上報名，請上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網站—會員專區—比

賽服務網頁進行網路報名，(注意:證明文件一律線上上傳審核，請將切結

書、段級証拍照上傳)。 

三、 報名費：個人組─800 元、雙人組─1400 元、團體三人組─1800元、自由

品勢團體組─2500 元(請於網路報名時線上繳納否則無法完成報名)。 

四、 相關說明事項請自行上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網站參閱。 

五、 選手報名時所提資料，如有偽造不實者，經檢舉查明屬實，除教練、選手負其責任

外，同時取消該選手所獲成績，所屬單位將以偽造文書提報有關單位議處。 

壹拾參、 比賽規則：採用 2022 年最新世界跆拳道品勢競賽規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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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比賽方式與規定： 

一、 參賽選手可跨組參加個人組、雙人組、團體組、自由品勢等多項競賽。(需

符合年齡與性別資格限制)。 

二、 報名時容許低階色帶選手報名參加高階組別比賽,但不容許高階色帶選手

報名參加低階組別比賽。 

三、 各組將編排 A、B、C、D 等進行分組比賽，各分組至多以 12 人(組)為限。 

四、 各組由大會於指定品勢裡抽選其中 2 項品勢進行比賽。 

五、 平分狀態下，以表現性分數較高者為優勝者。若表現性分數依然相同時則以

加總分數(不扣除最高最低分)高者為優勝者,再同分者則由主審指定一品

勢進行加賽。 

六、 各分組比賽結束後，經大會統計成績確定名次，隨即頒獎。 

七、 參加比賽選手請攜帶【選手證】進場比賽，報到時交檢錄組登記並檢查服裝，

於比賽時交於記錄組查驗。 

八、 比賽服裝：參賽選手須穿著跆拳道品勢道服始可進場比賽。 

壹拾伍、 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 民國 11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30，假本會 6 樓會議室舉行第一次

領隊會議及電子抽籤。 

二、 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正，假比賽場地舉行第二次領隊會

議並辦理選手報到手續領取秩序冊及抽選各組 2 項比賽品勢。 

三、 凡大會一切有關規定及競賽規則修正事項於領隊會議時宣佈實施，並公告於本會網

站上,恕不另行通知。 

壹拾陸、 大會裁判：由本會選聘，另函發佈之。 

壹拾柒、 獎勵： 

一、 個人成績：各組別取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牌乙面、4、5、6 名頒發獎狀乙紙。 

二、 團體成績： 

(一) 公認品勢國小、國中、高中、大專社會等組各取前四名(冠、亞、季、殿

軍)頒發獎杯乙座、獎狀乙紙。 

(二) 參賽單位(包含所有組別)以金、銀、銅牌數量之多寡評定團體名次，若金

牌數相同，則依序以銀牌、銅牌數量之多寡評定名次。 

(三) 自由品勢由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於所有參賽單位中評選績優單位前三名

頒發最佳技術獎。 

壹拾捌、 申訴： 

一、 大會設競賽管理委員會，負責審理裁決競賽申訴案件(申訴表格如附件 1)，

於接受申訴時由技術代表召集各技術委員、競賽督導、裁判共同開會審議。 

二、 競賽管理委員會審理抗議事項之措施： 

(一) 如係嚴重而故意之誤判 

1.更正錯誤 

2.追究失職之裁判，並暫停一年其擔任全國性之競賽裁判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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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係評分表之計算錯誤或競賽規則不熟悉，裁判疏忽之誤判。 

1.更正錯誤 

2.追究失職之裁判，並暫停一年其擔任全國性之競賽裁判權力。 

三、 競賽管理委員會審理抗議事項之判決乃為最後之決定，不得再提出上訴。 

四、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當日賽程開始前十分鐘，檢附大會規定之申訴

書向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提出申訴之教練須經該代表隊領隊同

意提交申訴書同時繳交申訴金新台幣伍仟元整，正式向競賽管理委員會提

出申訴，競賽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召開會議審理，如發現冒名頂替或降級、

越級者，一經查明證實得取消其個人及其所屬團體所獲得比賽之成績，並

退還申訴單位之保證金，如果申訴未成功則沒收保證金。 

五、 對比賽有疑義之申訴應於賽後十分鐘內，檢附大會規定之申訴書向大會競

賽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提出申訴之教練須經該代表隊領隊同意提交申訴

書同時繳交申訴金新台幣伍仟元整，正式向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競

賽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召開會議審理，並於下一場賽事開始前做出裁決，如

申訴成功退還申訴單位之保證金，如果申訴未成功則沒收保證金。 

六、 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均一律取

消個人及團體所得之比賽成績，並得交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 

七、 比賽進行中任何一員均不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除不予受理外，並視違規

情節輕重得交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 

壹拾玖、 懲戒： 

一、 裁判人員： 

(一) 大會裁判員於競賽中，如有蓄意舞弊之偏袒行為，經教練提出書面申訴

並經競賽管理委員會審定確定者，由裁判長依其情節輕重予以「告

誡」、「調整職務」、「暫停其執法權力」，並納入不良執法紀錄。 

(二) 裁判舞弊情形嚴重，如遭「暫停其執法權力」之處分，協會將依競賽管

理委員會(CSB)及裁判長之會議建議，交由協會紀律委員會審議，並依

「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二、 教練或選手：競賽中，競賽管理委員會審理抗議事項之判決乃為最後之決

定，不得再提出上訴，在比賽中和比賽後不得接受更進一步的申訴，如教

練或選手仍藉端藉勢干擾比賽或不當抗議，將取消本次競賽一切權利。 

三、 裁判、教練或選手不服紀律委員會之懲處，認為有偏頗或引用法條失當，

於紀律委員會審議翌日起 15 日曆天內檢具相關證明及書面報告，以郵寄

或親送至協會提出申訴，協會收件後於 1 個月內召集「裁判委員會」暨

「紀律委員會」聯席會重行審議，並通知本人到場陳訴，並以聯席會出席

委員過半數為審議結果，於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生效，並公告於協會官

網並以書面通知申訴者。 

貳拾、 在比賽期間大會有為選手承保公共意外險,及選手平安保險，除保險之權益外

如有不足部分，請各單位自行加保。 



7 

貳拾壹、 報名資料僅供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 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使用。 

貳拾貳、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 選手注意事項 

1. 參與協會舉辦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 參與協會舉辦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

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網址：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 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13 日。 

 二、禁用清單(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三、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

procedure/) 

 四、其他藥管規定(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貳拾參、 本辦法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大會召開

會議修正之，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貳拾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疫期間請隨時至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之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區查詢相關資訊，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 洽詢，並請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之防疫政策，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貳拾伍、 本賽事期間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 

電話：(02)2872-0780~1 

傳真：02-2873-2246 

電子信箱：info.tpetkd@gmail.com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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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品勢跆拳道錦標賽教練申訴表 

年 月 日 

申訴事由(請陳述申訴之原因、規則依據及繳納保證金新台幣五千元) 

提出時間： 

發生時間： 

事由： 

 

 

 

引用規則/依據： 

 

 

申訴隊名：領隊(教練)簽名： 

技術代表收件時間及簽名： 

競賽監督委員准駁及意見 

 

審議委員簽名 

技術代表： 

技術委員： 

競賽督導： 

裁判長： 

附註：申訴時請檢附本表及保證金新臺幣伍千元交予技術代表簽收(對運動選手資

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十分鐘，檢附申訴書向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如經查明證

實將保證金退回,比賽後十分鐘內如有疑義，亦得使用本申訴書提出抗議，提出抗

議之教練須經領隊同意提交申訴書，同時繳交申訴金新台幣伍仟元整,正式向競賽

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本申訴書及保證金於競賽後交協會競賽組長攜回協會，另為

簽辦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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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切結書 

本人自願參加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所附

之報名資料、證件等完全屬實、正確。如有不實，願負擔法

律責任。 

 

 

 

 

 

單位： 

選手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未滿 18歲之選手務必請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本報名資料僅供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使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隊職員名單 
後埔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柏竣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領隊：陳明印   教練：李山龍 李晟綱 簡育南   管理：周欣民  

  葉伃晴 謝恩慈 簡湘玲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領隊：洪光賢   教練：王柏力 簡鈺庭   管理：詹敏邑  

  謝佳昌  

基隆市 

  領隊：童子瑋   教練：何明雄 簡億鑫   管理： 

  余裕緯 吳承燕 吳又又 黃家莘 吳俊廷 李文昌 林佳盈 鄒巧耘 吳惜惜 林昍霓 戴辰哲 廖俊豪 

鄭羽平 謝佳昌 鄭羽安 余至奕 余裕緯 鍾采妘 黃剴楨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 B 

  領隊：林志彥   教練：朱紹婷 簡鈺庭   管理：許文誌  

  余至奕 余青諺 余城鋒 余裕緯 李詩嶠  

基隆市八斗國小 

  領隊：羅世彬   教練：簡億鑫   管理： 

  曾得倫 曾詩晴  

基隆市中興國小 

  領隊：楊志欽   教練：簡億鑫   管理：羅友澤  

  林昍霓 施冠銓 楊涴羽 簡詩云  

基隆市五堵國小 

  領隊：李健銘   教練：徐建輔 陳建銓  管理：秦振嵩  

  王宥棋 王禹炎 王鑫堯 吳丞軒 吳宬宥 宋青禾 李品睿 李威延 李宥宸 郭詣澤 郭馳英 黃東亮  

  黃錦昌 楊辰勛 葉祐存 廖語彤 劉沅樵 劉政寰 蔡曜宇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 

  領隊：許文璋   教練：張玉環   管理：陳冠劦  

  毛昱鑫 洪桂苡瑄 郭愛子 陳曉薇 黃至昊 黃伃崡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國中部 

  領隊：  教練：  管理： 

  賴昱謙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A 

  領隊：徐仁斌   教練：王柏力 簡鈺庭   管理：錢致宏  

  吳耀恩 李志仁 林佳盈 洪宇哲 洪羽靜 鄒子絃 鄒巧耘 羅煥傑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A 

  領隊：沈俊光   教練：王柏力 簡鈺庭   管理：王桓旎  

  吳惜惜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隊職員名單 
基隆市成功國中 

  領隊：張志明   教練：簡育南 簡億鑫   管理：林佐吉  

  水品淏 王柏瑞 何敏煊 余許芷荺 吳昱潔 周琬筑 林侑萱 林品言 陳育欣 陳柏文 溫翎喬 謝宜妡  

  羅宇傑  

基隆市百福國中 

  領隊：陳斯彬   教練：張瀚文 陳建銓   管理：謝春鳳  

  任煜翔 杜俐安 林信佑 翁森堯 張妮薰 劉醇瑾 謝羽庭  

基隆市東信國小 

  領隊：曾恕華   教練：董恩惠   管理： 

  陳可芩  

基隆市長興國小 

  領隊：鄭兆斌   教練：王柏力 徐建輔 張芸蕎 陳建銓 簡鈺庭   管理：曾雄豪  

  李冠陞 張盛勳 許恩瑜 葉大方 廖怡臻 蔡弘傑 蔡珮恩 蔡淳逸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許晨郁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領隊：陳建文   教練：林合彬   管理：張黃龍  

  石峻愷 余晨睿 黃定柏  

基隆市信義國小 

  領隊：潘志煌   教練：簡育南 簡億鑫   管理：莊明哲  

  李芃葳 周紫晏 林侑妡 胡恩銜 戴辰哲 鍾采妘  

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 A 

  領隊：胡宗光   教練：簡鈺庭   管理：林茂森  

  黃家莘  

基隆市國立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A 

  領隊：洪進源   教練：簡鈺庭 簡億鑫   管理：陳一安  

  廖俊豪 鄭羽平  

基隆市深美國小 

  領隊：陳建文   教練：簡億鑫   管理：張黃龍  

  王羽喬 王紫琳 章皓翔 黃剴楨  

基隆市深澳國小 A 

  領隊：莊智森   教練：簡鈺庭 簡億鑫   管理：李還緒  

  吳承燕  

基隆市復興國小 

  領隊：陳心瑩   教練：陳建銓   管理：孫復瑋 黃建忠  

  王翊凱 洪睿遠 唐煒翔 劉芊瑩 歐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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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基隆市華興國小 

  領隊：  教練：徐建輔  管理： 

  林宥希  

基隆市暖江國小 

  領隊：  教練：徐建輔   管理： 

  石力揚 李宗賢  

基隆市暖暖國小 

  領隊：  教練：徐建輔   管理： 

  周棋東 林立崴 黃宸宇 魏苡卉 羅立凱  

基隆市瑪陵國小 A 

  領隊：董蕙萍   教練：王柏力 簡鈺庭   管理：楊淑惠  

  佐藤大幸 吳又又 林彥廷 曾習 鄭羽安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領隊：孔令堅   教練：簡億鑫   管理： 

  吳東昊  

基隆市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民小學 A 

  領隊：孔令堅   教練：王柏力 簡鈺庭   管理：張文賓  

  蔡承澔 蔡知頤  

基隆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丁俐俐  

忞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陳文怡   管理： 

  王麗涵 王韵筑 徐辰安 陳文怡 蘇奕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領隊：  教練：陳郁瑄   管理：張景翔  

  張歐囿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李佳融   教練：黃珮昀 鍾昱璿 顏子崴   管理： 

  吳京典 吳柏成 林昀靚 林泳潔 林哲宇 施驛莛 徐子珊 徐瑋辰 高千千 張宸帛 張淵碩 莊安寶  

  許佩萱 郭彥妤 陳奕訓 游心緯 黃竑淂 楊翊聆 葉芃 蔡芸菁 薛倢恩 簡言澔 蘇星宇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領隊：金四玉   教練：  管理：黃靖雯  

  王宏洋 吳貞儀 許祐瑄 葉立盈 高温俐婷 蔡易昇 鄭乃慈  

臺北市三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侑潔 謝億杉 謝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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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士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盧柏蓁  

臺北市大同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翁紹騰  

臺北市大安高工 

  領隊：李勝陽   教練：李山龍 李晟綱   管理： 

  吳庭瑜 黃芊瑜 蕭宇彤 蕭凱心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培繹 王甯潔  

臺北市大理高中 

  領隊：  教練：李昆懿 陳郁瑄   管理： 

  蔡瑞陽  

臺北市大橋國小 

  領隊：白玉玲   教練：莊博欽   管理：高柏豪  

  謝秉育  

臺北市大龍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徐鎵恩  

臺北市中山國中 

  領隊：  教練：李映萱   管理： 

  王楟閔 吳苡婕 范元愷 黃馨慧 楊翌豪 詹玄浩  

臺北市五常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何知彌 何衍誼  

臺北市天中跆訓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羽希 謝蕎伊 盧柏蓁  

臺北市天母國中 

  領隊：陳麗英  教練：林佳毅 葉庭志 楊耀宗  管理： 

  王怡齡 吳承育 李沛泯 李洛妍 蔡侑靜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陳冠亘  

臺北市文化大學 

  領隊：王子奇   教練：王力中   管理：宋玉麒  

  孔捷宏 周翊歡 胡子萱 徐曉玲 許玥晨 陳予亭 陳怡靜 湯宜蓒 蕭漢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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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文化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詠錡 陳弘廷 蔡侑恩 蔡侑晏 蔡易辰 賴品双 鍾睿宇  

臺北市木柵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芷苓 卓羽恩 卓逸安 林松慶 林宥喆 林彥彤 黃梓妍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芃萱 李安卓 李承卓 李芫卓 廖予荷 蔡亞忻 蔡惟恩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東門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承卓 羅友彤 李丞皓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國語實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芫卓 林佳鴻 廖予荷 吳芃萱 林佳璇  

臺北市北投 TDS 

  領隊：  教練：羅志峰   管理：胡子萱 張凱健  

  徐湘筑 葉秉軒 趙玖佯 蔡宇魁 韓羽晴 陳芷萱 簡岑澔  

臺北市弘道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宜璇 張孟楷 陳以恩 黃子恩 蔡語瑄  

臺北市永建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悌權  

臺北市永樂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卓芮安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  教練：  管理： 

  楊茵筑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郭美榆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佩珈  

臺北市立大學 A 

  領隊：王宏宗   教練：王安慶 秦玉芳 張修銘 陳銨敘   管理：張峻瑋  

  王竣堃 江冠勳 李玉蘭 李倪珊 林資婷 張庭瑋 陳延宗 陳玟融 彭昱翔 游秉樺 黃世鐘 黃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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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領隊：周婉玲   教練：方昌中 陳芊瑜   管理：吳家椿  

  王宥庭 何姵萱 吳丞凱 曹天心 陳威宏 黃奕傑 劉冠甫 劉軒齊 謝浩天  

臺北市立公館國小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謝承澔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領隊：曾文龍   教練：李昆懿 張修銘 張峻瑋 張凱健 陳楷 羅志峰   管理：余斯凱  

  吳宇軒 呂欣諭 李宜蓁 柯翔碩 徐悠然 張育慈 陳孝澤 陳俐廷 楊欣喻 廖子豪 鄭宇成 鄭宇喬  

  鄭宥國 蕭鎂芯 羅建智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A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吳玉琦 張以暄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陳右庭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立凱 黃宥勛  

臺北市立銘傳國小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林安紜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辜理紗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哲瑋 章天意 蔡昀燁 鄭詠涓 謝淑媛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領隊：洪國峰   教練：李昆懿 張修銘 張峻瑋 張凱健   管理： 

  王羿涵 吳旻融 李禹臣 李梓鋐 林冠佑 林暐庭 施卓冶 張芷瑄 陳昊佑 陳敏慧 陳璿 廖啟宏  

  裴淑兒 裴嘉欣 蔡語嫣 謝忞祐 簡琮祐 羅仁泓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吳芳妤 黃怡睿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領隊：鍾芷芬   教練：李孟澤 張瀞文 陳巧琳   管理：林柏瑩  

  王靖瑜 周柔均 周柏諭 林芷妘 林彣嬑 許凱芸 陳昀歆 蔡宇樂 温世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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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李瑞彬  

  李彥宏  

臺北市再興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鄧家欣  

臺北市百齡高中 

  領隊：張盈霏   教練：陳郁瑄 黃世鐘   管理：林琦淵  

  吳欣茗 吳哲瑋 李佳叡 周峻逸 張媛晴 陳羿勛 彭榮康  

臺北市百齡國小 

  領隊：張育成   教練：陳火石 湯貽婷   管理：洪瑞峰  

  吳沛晴 吳品璇 吳品橦 侯稟呈 陳知謙 陳品嘉 楊昕澐  

臺北市老松國小 

  領隊：  教練：孫晨恩   管理： 

  曾瑞瑤  

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高沛宇  

臺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耿定宇  

臺北市明湖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沛婷  

臺北市明德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曾祥雲  

臺北市東門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丞皓 羅友彤  

臺北市東湖國小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黃裴瑄  

臺北市松山家商 

  領隊：張瑞賓   教練：李後坤 張瀚文   管理：林鈺華 張文乙 黃寶貴 劉文宏 鄧知華  

  王敘名 王敘帆 李羿廷 林可馨 林宸蕙 張家熏 陳柏蓁 溫柏翰 蔡和軒 鄧文智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芃之 李宜庭 卓羽恩 林松慶 張顥騰 黃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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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嘉妤 邱泠溱 莊岳勳 宋忻潼 李承武 沈沅勳 張軒旗 張幃涵 王靖 許承瀚 陳品希 賴承昕  

賴杰昕  

臺北市金華國中、螢橋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張以暄 辜理紗 柯妮言  

臺北市長春國小 A 

  領隊：  教練：劉憲旻   管理： 

  劉恩睿  

臺北市政大實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曾安騏  

臺北市昭晴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羅玉蓮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鵬瑋 張昕霖 許丞樂 黃弈勳 黃思璇 廖妍憙 廖泓碩 魏煖翱 魏靳昂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柏凱 王柏瑜 何岱紜 林宥縉 陳彥秀 陳彥睿 陳莉丹 陳莉予 劉沛喬 謝芃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景富 曾瑞瑤 卓芮安 徐鎵恩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民族分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高定煒  

臺北市國防醫學院 

  領隊：查岱龍   教練：鄒世傑   管理： 

  宋啟榮  

臺北市國語實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佳璇 林佳鴻  

臺北市勝利芝山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皓忻 張于庭 劉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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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悅禾 吳嘉家 巫若瑀 邱渝涵 張少謙 陳尹忻 傅浩恩 趙禹昕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沛璇 李仲凱 凌品安 陳俊浩 楊勝名  

臺北市博嘉實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家興  

臺北市復興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史羽希  

臺北市敦化國中 

  領隊：  教練：劉憲旻   管理： 

  王芸萐 林皓漢 曾宏澤  

臺北市菁英忞道館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仲賢 陳文怡  

臺北市華興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羽希  

臺北市毓薪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葉立盈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宜萱 葉林璇璇 廖韋媗  

臺北市萬芳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冠甫 鄭鈞傑  

臺北市葫蘆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承諺 范亮邦 黃采涵 楊睿彤 蔡亞妍 鄭淙懋 蕭仲軒 蕭鈺潔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丁子容 胡世典 胡巧昀 黃郁秝 謝奇翰 蘇宥嘉  

臺北市興雅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宇晞 戴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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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北市螢橋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柯妮言  

臺北市龍山 TDS 

  領隊：  教練：羅志峰   管理： 

  簡岑澔 蔡宇魁 蕭翊如 林暐庭 黃政雄  

臺北市龍安、銘傳、東湖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黃裴瑄 林安紜 吳芳妤  

臺北市龍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韋喆 周定喆 劉真睿  

臺北市龍安國小、東湖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王韋喆 黃裴瑄  

臺北市龍門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唐睿廷  

臺北市蘭雅國小 

  領隊：藍惠美   教練：陳郁瑄 湯貽婷   管理： 

  鄭宇承 鄭宇博 

臺北市蘭雅國中 

  領隊：  教練：李晟綱   管理： 

  戴崇凱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承儒 陳妤琳  

國立華僑高中 

  領隊：鄭文洋   教練：蕭雅芳   管理：洪谷松  

  王彥儒 佟維軒 林承新 侯佳妤 施建評 洪之雙 陳佳祥 陳澤楷 黃佳宥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湯惠婷   教練：李山龍   管理：張榮三  

  王維駿 李但以理 高振愷 張宇喬 張芸瑄 張庭毓 陳祈安 游輝鴻 黃子育 黃奕承 葉亮妤 蔡羽涵  

  謝羽翔 鍾安營 蘇暐捷  

新北市 HSL海山力龍隊 

  領隊：費鴻慈   教練：費勗航   管理：陳姵穎  

  王榆婷 朱儀婷 江翊彰 吳承哲 李芷晴 周妍禎 施宏宜 洪紹棋 孫震霖 徐翊程 徐翊甄 張芷瑞  

  張赫 許書愷 許凱瑜 陳立玲 曾奕萱 曾詣澄 黃柏翔 葉才綸 廖鵬硯 潘芸臻 鄭亦宸 龔于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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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彭盛佐   教練：吳欣紋 李晟綱   管理：鄭嘉慶  

  林凱博 侯沛瑩 陳靚穎 陳澤楷 楊詠捷  

新北市三和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宗晏  

新北市三重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少丞  

新北市三重跆促 

  領隊：彭曉菁   教練：張峻瑋 鄭羽軒   管理：莊博欽  

  莊博欽 陳彥嘉 陳又溱  

新北市三峽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白芷庭 李穎承 陳慧姍 曾品菱 曾品嘉 賴語萱  

新北市土城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崇安 蔡鏵葇  

新北市大同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昕彤  

新北市丹鳳高中 

  領隊：  教練：胡育榮 鄧登凱   管理： 

  林宥辰 邱楷恩 柳賀騰 高婕瑜 許光逸 郭羿辰 陳郁臻 陳倍雅 游睿澤 劉佳蓉 簡廷諺  

新北市丹鳳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高莉妤 鄧仁昱 鄧鈞甯  

新北市五華國小 

  領隊：葉綉燕   教練：莊博欽   管理：林穎忠  

  陳彥嘉  

新北市文聖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岑瑜 林寬宇  

新北市北大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楊沐華  

新北市永平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富翔 張瑜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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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永福國小 

  領隊：蔡明貴   教練：莊博欽   管理：林淑暖  

  李香瑩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林合彬   管理：余靜 侯字浩  

  沈芊雯 林詩容 詹文顯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林合彬   管理：林禾湘  

  侯菡芸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賴韋伶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裕恩 黃侑甯 廖子承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領隊：唐永安   教練：胡育榮 許雋希   管理：許雅淳  

  袁睿妤 黎上慈 嚴宗甫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領隊：鍾兆晉   教練：許雋希   管理：吳思源  

  王廉博 林立羽 胡宸禎 許丞鋐 游浩威 黃子熒 劉嬿 戴浚宇 羅銘宏 蘇承恩 蘇宥霖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領隊：蔡春來   教練：王子維 邱沐恩   管理：周彥真  

  周郁涵 林則愷 林宣綺 黃彥瑋 黃梓沂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領隊：  教練：邢玉暄   管理： 

  周怡如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領隊：  教練：  管理：吳芳姿  

  吳忻潔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邱宥鈞  

新北市光復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曾雅紜  

新北市光榮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邢舒婷 張閔翔 陳思瑜 黃宥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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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吉慶國小 

  領隊：  教練：徐建輔   管理： 

  陳冠楷  

新北市江翠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寓湘  

新北市沙崙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王麗雯  

  林家駒 

新北市私立崇光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高珮瑄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領隊：  教練：  管理： 

  哈妤嫻  

新北市昌平國小 A 

  領隊：陳月滿   教練：吳欣紋   管理： 

  宗侑妘 廖柏禹  

新北市金城跆拳道館北大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宸希  

新北市厚德國小 

  領隊：潘志忠   教練：張峻瑋 莊博欽 鄭羽軒   管理：曾泓幃  

  林彥辰 邵煜凱 張欣雅 黃煒傑 楊詠涵 葉彥亨 蔡捷琳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領隊：李佳融   教練：江啟勝   管理： 

  上官哲云 上官哲昕 王威閎 王柏鈞 王靖媄 黃梓晴 楊博安 趙彥豪 賴柏茵 戴瑀芯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領隊：  教練：王啟祥   管理： 

  李宜潔 沈佳愉 鄭柏勳  

新北市炫武道館永和分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蘇宥嘉  

新北市泰山國小 

  領隊：  教練：李映萱   管理： 

  朱海齡 蔡函倢  

新北市真理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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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秀岡校區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子軒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雙俠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郭俊成  

新北市清水高中 

  領隊：賴來展   教練：胡育榮 張瀚文 童雅琳   管理：郭遐煒  

  林妤芯 翁德睿  

新北市頂埔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冠霆 林煒翔 劉恩睿 謝酉謙  

新北市景文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羅玉惠  

新北市集美國小 

  領隊：高淑真   教練：莊博欽   管理：黃雁琪  

  陳又溱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王力中 呂承恩   管理：林芮綺  

  吳尚謙 吳秉喆 吳澤寬 呂芊慧 呂承恩 呂智欽 李至詠 李宜璟 李宥蓁 周郁翔 林辰諺 林雍晉  

  林維恩 洪同郁 徐崇勛 高允澤 高允霏 高温俐婷 張晉嘉 梁恒睿 莊睿程 連語慕 陳又齊 陳炫燁  

  陳羿璇 黃至毅 黃彥綱 黃恬雅 黃啟綸 楊賀喬 葉律君 葉與丞 詹豫喬 廖先煜 劉議文 鄧明蔚  

  鄧明瀚 謝依晴 鍾侑庭 羅宥善 鐘承緯 陳秉疄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白效佳 白效儒 曹明洋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范哲綸 范顥瀚 楊禮安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林芯妤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張浩威 張韻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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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新莊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聿翔  

新北市溪崑國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宜蓉  

新北市瑞芳國小 

  領隊：盧娟娟   教練：簡億鑫   管理： 

  林宥瑄  

新北市瑞亭國小 

  領隊：  教練：徐建輔   管理： 

  施肇青  

新北市義學國小 

  領隊：  教練：李晟綱   管理： 

  金家樂 趙宥宥  

新北市裕德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洪秉淵  

新北市碧華國小 

  領隊：  教練：詹任鴻   管理： 

  許晏寧 蘇于喬  

新北市福和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廖翊軒  

新北市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芷瑄 張聲廷 莊子玄  

新北市輔仁大學 

  領隊：蔡明志   教練：呂竺昇   管理： 

  王庭茵 朱敬捷 呂竺昇 李秉翰 官霖 胡聖希 陳拓宇 陳婉瑜 曾皕翎 黃建綸 甯苡婕 鄒曈恩  

  廖菀柔 劉瑋宸 蔡宗恩 蔡淑雯 賴弘儒 賴建勳 謝丹妮  

新北市螢橋國中、福和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李孟澤   管理： 

  辜理紗 邱宥鈞  

新北市頭前國小 

  領隊：周崇儒   教練：吳欣紋   管理： 

  張善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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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北市頭前國中 

  領隊：許淑貞   教練：李晟綱 鄭嘉慶   管理： 

  江悅慈 江祐慈 林子晅 林怡婷 林宣彤 蔡依妗  

新北市雙城國小安坑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陳芊瑜 鍾昱璿  管理： 

  張韻萱 范哲綸 

桃園市大有國小 

  領隊：  教練：蘇靖哲   管理： 

  范以卓 馮玉琴  

桃園市大有國中 

  領隊：林挺世   教練：古崇瑋 陳柏凱   管理： 

  古尉廷 周弦諹 邱筠媗 高資竣 曾崡瑀 黃智捷 蘇威僑  

桃園市大崙國中 

  領隊：祁樹華   教練：王文妤 林文圳   管理：邱芳票  

  卓訓寬 梁芷甯  

桃園市大華國小 

  領隊：黃炯瑩   教練：鄒世傑   管理： 

  陳威全  

桃園市大園國中 

  領隊：  教練：許哲瑋 黃淨娟   管理： 

  王文彥 江筑媗 李定宗 林至偉 郭巧鈺 游莆蒝 劉業 潘葦琳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彭思庭  

桃園市大業國小 

  領隊：陳裕豐   教練：古崇瑋 吳京育 吳京典 陳柏凱   管理： 

  田侑叡 白光弘 江睿騏 吳偉誠 呂紹楷 李柏縉 林思彤 林軒毅 邱康睿 洪紹喆 胡高原 翁嘉呈  

  高政毅 涂珺淳 涂珺喆 張立新 曹宸瑞 陳睿恩 曾裕智 黃宇芯 黃楷裕 劉宥呈 蔡佰江 鄭以承  

  簡薇妮 簡瀚威 羅若僖 

桃園市山腳國中 

  領隊：呂芳川   教練：鄒世傑   管理： 

  蕭宇晴  

桃園市中山國小 

  領隊：鄭友泰   教練：洪蓋洲   管理：周佩縈  

  王蔓璟 李玉琪 鍾昀芯  

桃園市中平國小 

  領隊：  教練：林侃諭   管理： 

  李嘉旻 楊詩芸 趙芷彤 鄧羽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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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中正國小 

領隊：許梅珍   教練：邱芳票   管理： 

  張宥翔 

桃園市中興國中 

  領隊：王朝鍵   教練：鄒世傑   管理： 

  施健安  

桃園市中壢家商 

  領隊：莊祿崇   教練：邱繼民 馮文瑜   管理：邱芳票  

  杜建銘 莊采蓁 黃楷庭  

桃園市中壢國小 

  領隊：楊文森   教練：邱芳票   管理： 

  宋程晏 彭程暄  

桃園市中壢國中 

  領隊：江樹嶸   教練：邱芳票 邱繼民 蘇勝宏   管理：陳宇雯  

  何品琪 吳允呈 卓韋竹 張歆媛 梁芷甯 楊量凱 葉承彧 鄧傑文 羅以丞  

桃園市五權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羿澄  

桃園市仁德醫專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子妍  

桃園市六和高中 

  領隊：  教練：林侃諭   管理： 

  趙靜妤  

桃園市文山國小 

  領隊：陳慶安   教練：鄒世傑   管理： 

  江晟睿 李翊睿 蔡子恩  

桃園市文化國小 

  領隊：莊金永   教練：邱芳票   管理： 

  劉庭瑄  

桃園市文昌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許恩新  

桃園市北科附工 

  領隊：陳勝利   教練：呂政龍 林禹翰 高銘鍵   管理：許夆池  

  甘羽鳳 吳鎧丞 呂維倫 李承諭 李芷瑩 李景翔 沙慕恩 林紅鳳 邱姿穎 徐慧甄 高定宇 張紘睿  

  張華城 許佩珊 許筑甯 陳雅欣 楊長螢 葉品瑄 詹永吉 廖敏安 劉伸朋 鄭偉傑 簡鈺珈 魏書含  

  蘇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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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平鎮國中 

  領隊：李培濟   教練：梁品諭 黃沛純 楊建治   管理：陳隆介  

  徐語婕 陳靖崴 楊德瀚 潘芊菡  

桃園市永順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承諺  

桃園市永豐高中 

  領隊：  教練：吳昱達 吳昱穎 張能翔   管理：戴士勝  

  林昱 林家涵 張妙茜 許劭駿 黃釬竣 謝欣妤  

桃園市立大同國小 

  領隊：梁寶丹   教練：梁家瑜   管理：陳長忠  

  何昆倪 傅亭瑄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 

  領隊：蘇彥瑜   教練：李皓恩 邱奕騰   管理：李廷恩 鄭勝文  

  衣廷恩 邱崇恩 巴芷蕾 吳家鈞 呂元鉦 張心寧 陳葦婷 黃詩琪 鐘惠宇 李雨倩 

桃園市立楊心國小 

  領隊：黃坤亮   教練：梁家瑜   管理：謝宗達  

  涂芷綾 涂芷蜜 梁國宸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領隊：鄒岳廷   教練：陳湘婷   管理：廖健順  

  古原嘉 朱佑祺 何凱穎 李詩語 徐晟凱 徐鈺芳 黃宇頡 黃楷淇 黃嬡 楊育聆 劉舒亞 賴妤晴  

  謝子恩  

桃園市立瑞原、平南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衣廷恩 劉芯妤 溫若婷 邱崇恩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領隊：  教練：魏一元   管理： 

  呂紘睿 陳姸恩 彭安瑜 溫若婷 詹前一 劉芯伶 劉芯妤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領隊：郭謙慧   教練：黃聖鵬 楊采潔   管理： 

  李承諺 蔡子恩 徐立晏 黃梓齊 廖昱翔 許恩新 胡艾維 蔡子祺 曾品瑄 黃文聖 林泓恩 黃菩緹  

 廖婕妤 劉芮廷  

桃園市同安國小 

  領隊：江彩鳳   教練：鄒世傑   管理：連恆欣  

  林維杉 曾翔宥 黃鈺誠 楊詠甯 廖昱翔 廖婕妤  

桃園市同德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菩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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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同德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游子嫣  

桃園市成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廖沛旭  

桃園市有得雙語中小學 

  領隊：  教練：呂維倫   管理： 

桃園市快樂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明晉 邱奕嘉 邱奕瑾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柏任 潘采媞 潘濬為  

桃園市幸福國中 

  領隊：  教練：王淑亭 侯羽庭   管理： 

  王垠翔 王宣棣 王恩 林宏晏 施健愷 張妤卉 張妤安 莊鈞翔 曾呈恩 黃御芯 葉品淳 賈建寧  

  廖柏鑫 廖御銨 鄭聖耀 簡彣恩 林英傑   

桃園市忠孝道館 

  領隊：林文圳   教練：邱芳票   管理：邱繼民  

  宋程晏 劉庭瑄 張敏煊  

桃園市東門國小 

  領隊：伍鴻麟   教練：鄒世傑   管理：郭育良 蘇忠銘  

  吳柏呈 呂璟辰 林宥澤 陳杰霆 黃宇平 黃軒平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亦晨 張鉯嵐 黃聖聰 鄭長運  

桃園市長庚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柔霈  

桃園市青埔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邱彥碩  

桃園市青溪國小 

  領隊：  教練：許筑甯   管理： 

  韋晨羲  

桃園市青溪國小有得雙語中小學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韋晨羲 潘采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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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風林跆訓 

  領隊：陳曉林   教練：鄒弘翊   管理：王衣里  

  林均祐 陳少尹 陳容偵 溫巧沅 溫巧沂 溫睿家 劉可晨 劉克言 劉宏飛 劉昱楓 蔡岳杉 鄭安佑  

  戴辰諺  

桃園市埔心國小 

  領隊：吳臻幸   教練：李素珍   管理：劉宜賢  

  林禹彤 游浩宇 黃以蘋 鄭詠妍 鄭詠聖  

桃園市振翔跆訓 

  領隊：  教練：吳昱達 吳昱穎 張能翔   管理： 

  秦羽樂 陳心慈 曾崴晟 魏博承  

桃園市國小 

  領隊：楊雅真   教練：鄒世傑   管理： 

  葉子睿 趙庭暄  

桃園市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領隊：蔡國強   教練：陳宇軒   管理：呂文欽  

  彭梓竣 曾品瑄  

桃園市莒光跆拳訓練站 

  領隊：梁祐溢   教練：梁家瑜   管理：梁家瑜  

  張以和 蕭力岑 蕭礽瑾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中山舘 

  領隊：張國輝   教練：陳宇軒   管理：林郁汶  

  林郁汶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領隊：楊富源   教練：陳宇軒   管理：曾逸君  

  李苡禎 馬秉硯 黃品叡 劉子鴻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領隊：黃曉筠   教練：王學萍 李亦晨 李宜慧 張鉯嵐   管理：張鉯嵐  

  王紫綾 王曉希 江羽婕 江毓森 吳沚芯 吳恬欣 呂宸寬 呂宸樂 李愛琳 林郁庭 梁靖邦 陳俊諺  

  陳時曦 黃玟芯 楊語芯 葉子皞 劉軒成 劉晴晴 劉黎兒 謝喬衣 藍芷蕾  

桃園市菁英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仲賢 呂璟辰 江晟睿 陳威全 李翊睿 吳柏呈  

桃園市陽明高中 

  領隊：林裕豐   教練：鄒世傑   管理： 

  李相穎  

桃園市慈文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泓恩 黃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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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慈文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胡艾維 蔡子祺  

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吳昱達   管理： 

  林宥彤  

桃園市新屋國小 A 

  領隊：  教練：謝宛君   管理： 

  呂姿穎 廖柏翔 劉博政  

桃園市新街國小 

  領隊：張明侃   教練：陳昭榮   管理：邱芳票  

  劉恩妤  

桃園市新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徐立晏  

桃園市新興國際中小學 

  領隊：  教練：呂維倫   管理： 

  林芯悟  

桃園市會稽青溪有得雙語中小學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潘濬為 林夏希 韋晨羲  

桃園市會稽國小 

  領隊：  教練：李育豐   管理： 

  林夏希 凌琪晏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領隊：曾學鉦   教練：林侃諭 黃國師   管理：張庭語  

  文寀心 朱佑鑫 江翊溱 余振輝 呂璿 楊芷馨 廖堉婷 鄧筠柔  

桃園市楓樹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梓齊  

桃園市經國國中 

  領隊：林世倡   教練：鄒世傑   管理： 

  施子期 劉芮廷  

桃園市興國國小 

  領隊：林芷婕   教練：王利元   管理：邱芳票  

  李京烜  

桃園市頭洲國小 

  領隊：麥建輝   教練：林侃諭 邱芳票 張志傑 曾小媚   管理：毛雅貞 卓佳芬  

  徐佳玲 張敏煊 張耀主 鈕繼本 歐子維 歐博恩 賴繼宇 蘇靖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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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桃園市龍安國小 

  領隊：吳振世   教練：謝翠盈   管理：高韻曲  

  黃雋哲 鄭羽喬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顏玲玲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蔓暄  

新竹縣十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子玹 黃日揚  

新竹縣中正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楊承恩  

新竹縣仁愛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童鈺茹 劉宸佑  

新竹縣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 

  領隊：王紹先   教練：陳秉亨   管理：黃千芳  

  陳宜圓  

新竹縣正道館跆拳道訓練站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寀瑜 廖運正  

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宸昊 杜俐誼 卓希芮 郭適安 楊本立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姜錢珠   教練：張添煜 莊鈞凱 游承勳   管理：鄧芝岑  

  王國文 朱天宇 江承恩 李柏諺 林子娟 高山 蕭敏邑  

新竹縣光明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宇庭 李樂兒 林樂妤 錢芳唯 鍾宥岑  

新竹縣成功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許擇  

新竹縣竹仁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金詠晴 郭哲宇 陳玟瑄 黃丞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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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劉翰林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玄宥  

新竹縣竹北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洪孟奇 莊芝瑜 莊哲維  

新竹縣芎林國小 

  領隊：孟繁明   教練：陳秉亨   管理：鄭香呈  

  江雨珊 根亞菲 根亞萁 鍾羽柔  

新竹縣芎林國中 

  領隊：徐俊銘   教練：張劦偉 陳秉亨   管理：王珮君  

  莊秋平 彭品璇 劉育慈 謝昀辰 鍾羽昕  

新竹縣忠孝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蔡雅璇  

新竹縣忠誠跆拳道總館 

  領隊：周純美  教練：孫士翔 劉遠明  管理： 

  范盈將 謝宇喬 莊芝瑜  

新竹縣東安國小 

  領隊：何享憫   教練：陳秉亨   管理：羅佳綺  

  鍾云昊  

新竹縣東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周顯庭  

新竹縣康乃薾國民中小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珏言 林珏妘  

新竹縣陸豐國小 

  領隊：呂惠紅   教練：陳秉亨   管理：廖勁宇  

  彭品睿  

新竹縣博愛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曾廷樺 葉上銘  

新竹縣博愛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姜華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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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竹縣新社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子愉  

新竹縣赫跆拳芎林舘 

  領隊：張劦偉   教練：陳秉亨   管理： 

  根亞菲 根亞萁 彭品睿  

新竹縣赫跆拳運動舘 

  領隊：  教練：溫衛霖   管理： 

  李樂兒 黃郁惀 林樂妤 周顯庭 葉上銘 鍾宥岑  

新竹縣興隆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宇岑  

新竹縣關西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周恩嫻  

新竹市三民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范盈將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芃瑩 陳品捷  

新竹市民富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茹宥霏 陳筠杺 楊汸豫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領隊：  教練：吳婇均   管理： 

  何昭誼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領隊：  教練：吳婇均   管理： 

  劉志杭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領隊：  教練：吳婇均   管理： 

  葉承澔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領隊：  教練：吳婇均   管理： 

  黃崇浩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莊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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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竹市光華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顏誠宥  

新竹市竹蓮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宇喬  

新竹市西門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家安  

新竹市東門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蘇昱渝  

新竹市東門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昀儒  

新竹市建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郁惀  

新竹市建華國中 

  領隊：  教練：游輝平   管理： 

  游婷卉  

新竹市培英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游喻芯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姚思妤  

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小學部)A 

  領隊：  教練：  管理： 

  盧彥宇  

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雨艾  

新竹市載熙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韋呈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洪梓翎 陳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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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新竹市磐石高中國中部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蘇照菱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雨艾 陳品捷 茹宥霏 洪梓翎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領隊：  教練：吳婇均   管理： 

  李元辰 李宗庭 韋聿宸 許晉維 黃若珈 劉亦璇 蔡羽晴 鄭祐恩 謝雨航  

新竹市曙光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邱威滕  

苗栗縣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何侑庭 黎光喆 何侑璇 蔡依珊 涂詠丞 黃晧哲  

苗栗縣六合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藍鈺甯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領隊：李萬源   教練：張芫嘉   管理： 

  朱佑城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 

  領隊：方麗萍   教練：張芫嘉   管理： 

  邱柏融 許祥瑋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領隊：林文星   教練：許志嘉   管理： 

  謝昀芩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領隊：謝淑媛   教練：莊群煜   管理： 

  劉羽喬 劉映妘 劉峻瑜  

苗栗縣立僑成國小 

  領隊：邱國禎   教練：張芫嘉   管理： 

  朱韻晴  

苗栗縣立銅鑼國小 

  領隊：謝美桃   教練：許志嘉   管理： 

  黃若庭 賴玉芳 嚴唯恩  

苗栗縣后庄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林吳俊   管理： 

  日宥紳 林聖翰 曾星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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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苗栗縣尖山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何侑庭 何侑璇 何孟峯 涂詠丞  

苗栗縣竹南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林吳俊   管理： 

  陳叡妍 黃祺家  

苗栗縣信義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林吳俊   管理： 

  李晨卉 張允晏  

苗栗縣勇德跆拳道 

  領隊：  教練：林吳俊   管理： 

  徐宇幸 日宥紳 趙千睿  

苗栗縣建功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康宸瑄 曾亮芸  

苗栗縣建國國小 

  領隊：  教練：林吳俊   管理： 

  徐宇幸 張琇媗 湯立行  

苗栗縣建國國中 

  領隊：林秋嬋   教練：吳奇霖   管理： 

  朱柔安 林宥忻 劉依倢  

苗栗縣苗栗國中 

  領隊：湯秀琴   教練：莊群煜   管理： 

  榮雙佑  

苗栗縣新南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林吳俊   管理： 

  黃邦甯 黃晧哲 趙千睿 趙畇喬  

苗栗縣照南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黃依仁 蔡依珊  

苗栗縣興華高中 

  領隊：胡文生   教練：吳奇霖   管理： 

  羅以晴 蘇宏凱  

苗栗縣頭份國中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徐苡琁 陳鈺琪 蔡云慈  

苗栗縣蟠桃國小 

  領隊：  教練：巫冠霆   管理： 

  黎光喆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隊職員名單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佳瑜  

臺中市 TAYA跆拳道 

  領隊：  教練：陳裔玲   管理： 

  李瑀嫺 陳奕昇 曾柏豪  

臺中市三和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柏彣  

臺中市大坑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子軒  

臺中市大明國小 

  領隊：  教練：黃珮甄   管理： 

  曾泓瑋 蔡名炫  

臺中市大南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喻媃 劉宥岑  

臺中市大華國中 

  領隊：張秋桂   教練：陳裔玲   管理：許今華  

  張彤宇 陳群祐 曾馨萾 賴儀瑄  

臺中市大雅國小 

  領隊：黃夙瑜   教練：陳裔玲   管理：徐玉林  

  王若宇 吳昊臻 吳翊禎 吳駿昊 李權祐 林巧晶 涂嘉賢 張宸誌 陳孟詩 陳韋彤 陳晨瑜 陳喬瑜  

  陳穎琦 黃靖恩 廖宥晴  

臺中市大雅跆錚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黃珮甄   管理： 

  楊珺宇 鄭潘錡 鍾承勳  

臺中市大新國小 

  領隊：  教練：黃珮甄   管理： 

  温子睿  

臺中市大鵬國小 

  領隊：呂孝修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姚林林 楊翔鑠 蔡承佑 謝念穎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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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中市仁美國小 

  領隊：陳進福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柯聿珩 莊子晴 郭彗敏 蔡宛芹  

臺中市仁愛國小 

  領隊：施瑤娟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方楊其昌 向芸萱 李佳欣 陳宏華 黃紫甯 廖家彥 劉胤鎧 蔡易芸 蔡薏妍 賴皓群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巧綾  

臺中市文昌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呂品儀 呂祐呈  

臺中市文華高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思澄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妍庭  

臺中市北區育仁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韋安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廖彧楷  

臺中市北區臺中二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珊珊  

臺中市北勢國中跆拳道社團 

  領隊：張清欽   教練：黃忠龍   管理： 

  鄒嘉祐 蔡育峯 謝嘉錦  

臺中市四張犁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雷宥森 雷舒亞  

臺中市立人國小 

  領隊：李秀美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柯裕謙 劉苡融 劉宸恩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領隊：吳政鴻   教練：劉禹廷   管理：陳雪燕 童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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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紘騰 阮品融 林泓溢 李昭螢 張墐真 莊靜萱 陳奕云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川原跆拳道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淳蓁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領隊：劉洲溶   教練：林立凱 邱盟仁 婁自德 許家霖   管理：楊鴻文  

  王柏涵 呂宜臻 林書吟 張子濂 張以諠 張喬茵 張喬鈞 郭秉溱 陳詩旋 陳詩韻 黃文忠 黃宣諭  

  劉芩妍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陳怡萱 簡安祈   管理：何宇淨  

  王忻琳 朱以澤 何理 邱渝凱 柳柏勛 陳仰祈 黃立祥 黃祈恩 黃薇潔 詹鈞凱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川原跆拳道 

  領隊：  教練：  管理： 

  蔣婷容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領隊：劉夏豪   教練：張復傑   管理：曾俊榮  

  王涵榆 林文慧 翁毓娸 陳欣妤 陳雅玲  

臺中市立新光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巧柔 葉欣瑀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昕翔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語涵 廖軍皓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禾硯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祐旬 楊宇晴 賴宥廷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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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宇妏 詹綺臻 吳靖晞 徐立杰 張宇妏 詹綺臻 吳靖晞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領隊：許玲玲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洪兆沅  

臺中市吳氏道舘 

  領隊：  教練：  管理： 

  杜宛倪 林柏丞 張鈞硯 許玶碩 陳唯浩 賀宥妮 賀紫嫣  

臺中市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領隊：余致力  教練：陳思妤  管理：陳思妤 

  王辰皓  

臺中市育仁國小 

  領隊：詹志榮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柯祈暄  

臺中市忠孝國小 

  領隊：許玲玲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廖蕎偵  

臺中市明道中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知芸  

臺中市東山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廖暐華  

臺中市東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心甯 曾彥蓉 廖妍恩  

臺中市松竹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可靚  

臺中市社口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何奇  

臺中市青年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陳思妤    管理：  

  張心甯 劉胤鎧 張喻媃 劉宥岑 呂品儀  

臺中市青年道館水湳館 

  領隊：陳思妤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王夏曄 蔡宛芹 柯祈暄 姚林林 向芸萱 楊書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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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國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何季庭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賴俊穎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施妍蓁 陳柏丞 陳璿臣 彭鉅凱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芷萱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蘇玧珍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湘瑜 江語涵 陳奕瑄 陳奕瑄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濬騰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宥學  

臺中市建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黎桔希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領隊：  教練：陳怡萱   管理： 

  林辰勳 陳怡萱 戴宥榛  

臺中市軍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浚毓 張彧堂 張睿祐 陳竑旭 廖于萱  

臺中市重慶國小 

  領隊：張宗義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陳予樂  

臺中市神岡神龍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和謙 陳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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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中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宥妤  

臺中市盛謙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禾硯 陳濬騰 洪兆沅  

臺中市陳平國小 

  領隊：胡志道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王夏曄 楊書維  

臺中市惠來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韓詠旭  

臺中市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  教練：黃珮甄   管理： 

  林聖懷  

臺中市新社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邱述鴻 徐嘉彤 張瑞庭 劉吟瑩  

臺中市葳格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莊佳靜  

臺中市葳格國小 

  領隊：沈月清   教練：陳思妤 王辰皓  管理：王辰皓 

  張寶霖 謝采縈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湘瑜 

臺中市龍井國中 

  領隊：國立民   教練：林若薇 黃昱維 鍾沛欣   管理：林俊雄  

  巫晉承 賴紫綺  

臺中市雙十國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賁心儀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育成 林羿綸 林展域 林靖鈞 高晨芸 陳聖尹 蔡定成  

彰化市南郭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辛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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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彰化市彰泰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榮栩 嚴玟媛  

彰化縣大同國中 

  領隊：謝國士   教練：楊佩蓉   管理：謝惠靜  

  李姿妮 汪立峰 施彩瑗 黃聿愷 賴承禧  

彰化縣大成國小 

  領隊：吳宗達   教練：楊佩蓉 楊寓晴   管理：楊雅婷  

  王湘綺 陳昱廷 陳昱杏  

彰化縣中山國小 

  領隊：王春凌   教練：楊佩蓉   管理：李俊毅  

  王中彥 林彥翔  

彰化縣文德國小 

  領隊：李政穎   教練：楊佩蓉   管理：林耿麟  

  邱科睿 邱愈懷  

彰化縣文興附中 

  領隊：歐陽郁文   教練：楊佩蓉   管理：巫影潭 

  詹椀聿  

彰化縣民生國小 

  領隊：洪榮炎   教練：楊佩蓉   管理：陳明珠  

  陳萱芸 黃祈睿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易均 謝易埕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榮朔 卓暐橙 柴沛辰 柴宥安 游沂澐  

彰化縣秀水國小 

  領隊：郭佳哲   教練：楊佩蓉   管理：吳俊德  

  鄭宇恩 鄭宇鑫  

彰化縣育英國小 

  領隊：林振茂   教練：楊佩蓉   管理：賴東啟  

  邱可曦 張婕翎  

彰化縣和仁國小 

  領隊：胡素慈   教練：楊佩蓉   管理：石益彰  

  黃品喆  

彰化縣信義國中小 

  領隊：曹建文   教練：楊佩蓉   管理：黃婉嘉  

  李芷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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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彰化縣員林國小 

  領隊：蕭勝斌   教練：楊佩蓉   管理：昌育全  

  施  惟 徐茂銓 張可昕 許梵涔 詹又丞 賴承妍  

彰化縣員林跆拳道總館 

  領隊：  教練：林佳真   管理： 

  廖哲誼  

彰化縣埔心國中 

  領隊：  教練：林佳真   管理： 

  張語秝  

彰化縣泰和國小 

  領隊：盧焜煌   教練：楊佩蓉   管理：黃依茹  

  李沐謙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領隊：  教練：許宸瑗 陳雅琦   管理： 

  柯佳妤 游昕諺 游珊妮 賴宛伶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領隊：  教練：許祐僑 葉竣翔   管理：葉竣翔  

  朱宜伶 張凱程 陳振建 蔡承祐  

彰化縣僑信國小 

  領隊：黃榮森   教練：楊佩蓉   管理：吳家儀  

  李宸楓  

彰化縣彰化高商 

  領隊：陳定宏   教練：楊佩蓉   管理：李信毅 

  劉沁瑀  

彰化縣彰泰國中 

  領隊：江永泰   教練：楊佩蓉   管理：林盟傑  

  陳昀彤 葉芷吟 劉瀚郅 劉瀚郙 蔡宇皓  

彰化縣精誠中學國中部 

  領隊：  教練：  管理： 

  蘇若雅  

彰化縣線西國小 

  領隊：陳龍彬   教練：楊佩蓉   管理：林聖恩  

  黃桂美  

彰化縣靜修國小 

  領隊：吳耀騰   教練：楊佩蓉   管理：黃健行  

  張元暢 張語倢 黃聿歆  

彰化縣聯興國小 

  領隊：柯文吉   教練：楊佩蓉   管理：林俊榮  

  何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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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南投縣中興高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簡亮睿  

南投縣中興國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慕筠 林語宸  

南投縣光復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亦宸  

南投縣光華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緯程 林承愷 蕭宜琳 謝博丞 謝曜丞  

南投縣延和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和生 王和鈺 伍玉琳 黃家君 楊詒雯  

南投縣南投高中 A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士齊 施冠瑋  

南投縣南投高商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昱洲  

南投縣康壽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翁孝懿  

南投縣嘉和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友榕 陳信安  

雲林縣元長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亞叡 吳亭儀 陳宇騰 陳有琦  

雲林縣元長國小褒忠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亞叡 陳有琦 蔡弦祐  

雲林縣斗六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楊承諺 顏昱如  

雲林縣水林國中 

  領隊：  教練：陳明裕   管理： 

  余信憲 柳顯宗 楊政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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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雲林縣北港高中 A 

  領隊：江耀淇   教練：郭采佩   管理：廖大昌 

  吳東賢 蔡依螢 蔡慧寧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領隊：林玉彬   教練：郭采佩 陳明裕   管理：吳永輝  

  吳育鎧 吳姿穎 陳威助 黃千芷 黃郁茹 黃敬富 楊浚杰 蘇珈汶  

雲林縣立水燦林國小 

  領隊：蔡幸伸   教練：郭采佩   管理：許耿豪  

  洪妤萱  

雲林縣立宜梧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琇樺 温雅雯  

雲林縣東仁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蔡尹瑗  

雲林縣虎尾國中 

  領隊：王昇燦   教練：蔡軫如   管理： 

  王韶彤 向真吾 李珮綺 林妍均 林慈茵 張富鈞 張閎鈞 黃士強 葉子稑 廖廷軒 廖念竹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柏興 李唯甄 沈賴翊舜 洪佩妤 程宥瑄  

雲林縣麥寮高中 

  領隊：吳政憲   教練：陳萭芮 鄭麗秋   管理： 

  丁中宥 丁培閎 王佑任 宋庭逸 周佳靜 林玫君 林原旭 郭依慧 陳瀚澤 黃奕豪 廖沛琳 蔡郡怡  

  蕭佩珊  

雲林縣莿桐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少凱 姚珮玲 黃彥鈞  

雲林縣莿桐跆拳道訓練中心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霈嬣 王襄奇 翁子浩 黃琮耀  

雲林縣褒忠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蔡尹瑂 蔡弦祐  

雲林縣褒忠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盧俊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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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嘉義大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宸駿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領隊：吳順發   教練：徐禮慧 張瑋玲   管理：莊博仰  

  李韋志 張詠琇 莊景全 許明哲 陳品諺 陳禹彤 馮奕瑞 黃仁宥 黃東允 劉榮利 謝昀珍  

嘉義縣大林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莊沛珺 陳雅玲 黃郁展 謝植茗 顏綺君  

嘉義縣民雄農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守博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領隊：郭春松   教練：林宜青 張瑋玲 陳世凱   管理：蔡明忠  

  吳學淑 黃宥笙 劉翊婷 蔡辰泓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恩聖武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劉雅婷 吳學淑 劉翊婷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恩聖武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琬婷 黃柏源  

嘉義縣朴子國中 

  領隊：  教練：張瑋玲   管理： 

  林琬婷  

嘉義縣東石國中 

  領隊：  教練：張瑋玲   管理： 

  莊凱文 黃柏源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教練：吳燕妮   管理： 

  馬莉宣 楊于靚 簡琦霏  

嘉義縣鈞傑跆拳道訓練中心 

  領隊：陳世凱   教練：林宜青 蕭翔文   管理：雷淯茹  

  呂承翰 侯詠恩  

嘉義縣義竹國中 

  領隊：蔣佳樺   教練：陳淑芬   管理：陳隆誌  

  王奕淳 林怡婷 邱彩羚 翁萍慧 蔡沅澄 蔡秉汎 蔡湄涓 蔡濬宇 蕭偉志  

嘉義市北興國中 

  領隊：  教練：曾莉迎   管理： 

  王律喆 蔡宇巽 黃智 江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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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領隊：張金龍   教練：蘇效堯   管理：吳保益  

  陳品瑄 陳品豪 鍾依璇 羅浚恆  

嘉義市崇文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暐翔 李睿洋 李濬宇 胡家銨  

嘉義市博愛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岳霆  

嘉義市港坪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賀楷耘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方冠翔 李筱芸 林沛芸 張凱珽  

嘉義市嘉華中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何文巧 吳曉森 馮楷綸  

嘉義市嘉義高商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佳臻  

嘉義市精忠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郭叡佑  

嘉義市興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郁翔  

嘉義市蘭潭國中 

  領隊：  教練：楊喬詠   管理： 

  謝承翰  

臺南市小新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亭安 陳宣喬  

臺南市中山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陳嘉容  

臺南市中山國中安南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嘉容 李佳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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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南市五甲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江晟瑋  

臺南市仁德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黃芳琦 黃德勝  

臺南市文化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陳婕瑜  

臺南市世和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陳世明  

臺南市台南跆拳道訓練站 

  領隊：  教練：  管理： 

  周冠佑 陳秋華  

臺南市民德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鄭皓予  

臺南市永仁高中國中部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葉家妤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莊蕎安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苡瑄 林夏安  

臺南市永福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何佾澂 何品諭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領隊：康晉源   教練：江鴻展 蔡介溪 蔡毓恩   管理：王信凱  

  江孟丞 江孟旬 池宸葳 邱榆瑞 唐唯綸 翁頡毅 郭祈顯 郭晃辰 賴俊瑀 謝昀蓁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開元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江孟旬 江孟丞 陳玨綸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寶仁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翁菀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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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南市立人國小 

  領隊：  教練：張博臣   管理： 

  潘昱誌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曾詡涵  

臺南市光華高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徐士涵  

臺南市安南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李佳宥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謝孟佩 謝孟欣   管理： 

  吳采㳖 呂元翔 呂唯易 李政翰 李庭蓁 林沅紘 林芸溱 郭祈風 郭尋風 郭雅億 陳瑋詳 黃邦特  

  蘇鉑涵 蘇鉑程  

臺南市忠孝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鍾沁詠  

臺南市忠義國小 

  領隊：  教練：張博臣   管理： 

  劉采穎  

臺南市東光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吳芯焴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郭嘉菡  

臺南市後甲國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吳宥萱  

臺南市海佃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鄭承南  

臺南市崇明國中 A 

  領隊：  教練：陳譽齊   管理： 

  陳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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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南市崇學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陳星佑   管理： 

  連震東 潘燦廷  

臺南市敏惠醫護管理學校牙體技術科一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領隊：葉至誠  教練：  管理： 

  蔡宜君  

臺南市復興國中民德國中忠孝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曾詡涵 鄭皓予 鍾沁詠  

臺南市港明高中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山下翔靖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陳世雄   教練：蔡介良 蔡介溪 蔡冠勛 蔡毓恩   管理：薛淑華  

  王泓鈞 王梓伊 王婕宇 王靖昕 李懿庭 沈侑誠 林庭宇 邱士恆 邱韋潔 唐子喬 高宣琳 張庭語  

  張倢綸 張崴翔 張崴珹 張齊 莫佑賓 陳子琦 陳泓鈞 陳宥瑄 陳羿妘 陳葳勝 黃芷盈 黃湘晴  

  葉德邑 劉家宇 蔡宇恆 蔡和家 蔡昀哲 蔡昀容 鄭又瑀 賴羽珮 賴苡甄 謝竣安 謝禕恬  

臺南市進學國小 

  領隊：  教練：張博臣   管理： 

  吳詠荃  

臺南市開元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陳玨綸 陳玨縈  

臺南市慈濟國小 

  領隊：  教練：張博臣   管理： 

  陳律蓁  

臺南市新興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陳凱傑  

臺南市新豐高中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林佑齊  

臺南市嘉南藥理大學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潘豐華  

臺南市漢威道館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邱禹僑 梁展笛 梁凱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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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臺南市臺南高工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劉騏輔  

臺南市臺南高工光華高中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徐士涵 劉騏輔  

臺南市億載國小 

  領隊：  教練：張博臣   管理： 

  李宥綸  

臺南市龍崎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康耿豪  

臺南市歸仁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張瑋文 陳子晴 鄭瑩萱  

臺南市歸南國小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洪健翔  

臺南市關廟國中 

  領隊：  教練：陳星佑   管理： 

  江婕菱  

臺南市寶仁國小 

  領隊：  教練：江鴻展   管理： 

  翁菀妤 翁愷謙  

臺南市寶仁國小開元國小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玨縈 翁愷謙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領隊：陳姿潓   教練：郭采佩   管理： 

  歐瑩圓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領隊：蔡少維   教練：蔡少維   管理：蔡少維  

  吳亭誼 吳映嫻 呂妍潔 洪言宓 洪琂菲 張紘誌 陳彥安 陳彥凱 黃芝婷 黃宥忻 黃塏宸 薛玄智  

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王俊尹 陳韋翰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洪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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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黃楀喬  

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劉敏達  

高雄市中山國小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朱仕誠 朱安晴 林靖宸 徐若玲 陳昀昊 鍾可芯  

高雄市中正國小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夏雨薇 蔡昕恩  

高雄市中庄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黃庠睿  

高雄市五權國小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林鶴軒  

高雄市仁武國小 

  領隊：  教練：陳建龍   管理： 

  陳奕璋  

高雄市文山國小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 

  張語玹 黃筑祥 黃筑暄 蔡昀翰  

高雄市文山國中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 

  徐紹鈞 彭筱熙  

高雄市文山國中鳳山國中右昌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徐紹鈞 鄭宇豪 林偉哲  

高雄市文山國中鳳西國中聯隊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徐紹鈞 楊盂鳳  

高雄市文德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嘉修  

高雄市右昌國中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林偉哲 陳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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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賴柏亦  

高雄市正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嘉齊 柯又睿  

高雄市正興國中 

  領隊：鍾莉娜   教練：陳守強 蔡少維   管理：楊慶茂  

  吳姵璇 李佳潔 林潔恩 陳若綺  

高雄市民逸跆訓 

  領隊：  教練：鄭逸有   管理： 

  王柏菖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吳承啟 李秉睿 李詠睿 林冠新 柯承昊 洪俊塏 洪浚嘉 陳彥評 陳炫邦 陸璿 黃秉宏 溫婕甯  

  廖宥翔 廖宥嘉 蔡承祐 賴威同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陳霆宇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管滋妤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  教練：林伽任 蔡炎廷   管理： 

  洪健誌 蔡宥宏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李秉睿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領隊：蔡智文   教練：黃金隆   管理：洪瑞宏  

  吳恩綺 李孟緯 李旻淳 林唯中 邱詠鈞 洪庭恩 許媛甯 陳泓瑞 陳姿阡 黃子秦 楊宸安 楊茲雅  

  蔡品芊 蔡暄妮 謝嵂博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賴威愷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吳浤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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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張孟森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王毓甯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領隊：  教練：姚彥旭 陳保安   管理： 

  王子維 吳宇涵 呂益豪 林俊凱 林紫瑩 侯翡俽 洪庭妤 洪鈺雯 張亨齊 張辰睿 張欣詠 張倢熒  

  梁芸喬 游千郁 黃翊芹 蒲毓婷 薛詠澤 鍾宥禾 羅子儀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李松豫 高研晞 高歆祐  

高雄市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普門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方捷怡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領隊：黃金隆   教練：黃金隆   管理：吳敏慈  

  朱羽安 朱羽晴 吳冠賢 李洺萱 林睿澤 高楀翔 張兆鑫 張詠雄 張逸程 張馨云 許廷守 許廷彰  

  陳佩秢 陳星宇 曾茂博 黃昱諺 廖崗棠 劉奕萱 蔡睿洋 戴汛珅 薛筠筠  

高雄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領隊：  教練：黃金隆   管理： 

  安郁傑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領隊：  教練：楊瑞欽   管理：朱美蓉  

  丁妍榛 王奕森 王得福 王得樂 朱雲平 吳玄甫 吳忻恩 沈睿佳 沈睿謙 洪丞又 翁佑華 翁宥勳  

  陳力愷 陳宜湘 陳緯恩 黃沛羽 楊禮妮 盧貝捷 鍾佾恩 鍾凱全  

高雄市明宗國小 

  領隊：  教練：劉銘仁   管理： 

  趙峻廷 劉又瑜  

高雄市青年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秉融  

高雄市前金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育瑤  

高雄市屏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周品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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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領隊：  教練：林伽任   管理： 

  葉羿寬  

高雄市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教練：蔡炎廷   管理： 

  李尚澤 黃歆雅  

高雄市梅花跆拳道 

  領隊：  教練：李振柏   管理： 

  王致中  

高雄市勝利國小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羅立翔 羅雨彤  

高雄市復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應沐恩  

高雄市援中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蔡瑀恩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  教練：鄭紹宏   管理： 

  李秉翰 黃品潔 黃建綸 蔡淑雯  

高雄市愛群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又榳  

高雄市愛群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陳立勛  

高雄市新上國小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邱禹叡  

高雄市新莊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薛兆洋  

高雄市新興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李致頤  

高雄市瑞興國小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王亞琁 王紹綸 林培勳 張語玹 陳鑫 黃芊樺 楊彩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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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楠梓高中 

  領隊：郝靜宜   教練：張子婕 鄭紹宏   管理：楊欣穎  

  吳秉儒 李宸萱 林子宸 林育萱 侯承宇 施博洧 柯品廷 紀姮彤 孫竫媛 高心怡 張珈綺 許宇翔  

  郭芯甯 陳宇聖 陳伯壬 陳思妤 陳昱霖 陳惠嵐 黃濼芸 楊亮軒 劉帝安 鄭紹宏 蕭萬益 謝宝嫻  

  簡嘉樂  

高雄市瑞豐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心柔  

高雄市過埤國小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顏宇政  

高雄市鼎金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辜聖凱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領隊：  教練：周韋汝   管理： 

  王羿晨 王翊璇 王瀠 姚語瑄 洪慈茵 翁翊浚 梁紜甄 黃羽辰 詹宛靜 劉珈安 鄭依慈 鄭啟鴻  

  薛芷昀 蘇三惠  

高雄市福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芊月 陳芊澐 陳誼恩  

高雄市福山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冠霖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黃玉儀 鄭志忠   管理： 

  王邦宇 王顗棋 江秉泓 林宥榆 柯喬云 張雯媛 張嘉容 許絜㝢 樊力瑒 蕭奉儀  

高雄市鳳山國中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鄭宇豪  

高雄市鳳西國中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楊盂鳳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領隊：  教練：李振柏 張明珠 蘇芸立   管理： 

  陳鈺臻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領隊：黃智華   教練：黃智華   管理：羅郁鎂  

  王翊庭 何柏叡 郭亭妤 蔡呈揚 蔡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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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陽明國中 

  領隊：  教練：黃智華   管理： 

  王翊璇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道明中學 

  領隊：  教練：黃智華   管理： 

  羅郁鎂  

高雄市震高跆拳道訓練中心 A 

  領隊：  教練：林育楹   管理： 

  郭軒蓉 薛貫鈞  

高雄市龍威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明信  

高雄市龍華國小 

  領隊：  教練：陳佳君   管理： 

  陳宥睿 劉亭希  

高雄市聯隊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黃庠睿 王紹綸 顏宇政  

高雄市藍田道館 

  領隊：  教練：陳坤羿 劉景淵 樊力瑒   管理： 

  申承諺 許紹榆 陳彥錡 曾霆洧 劉芸而 蔡藏毅 謝秉鑫  

高雄市騰宏道舘 

  領隊：  教練：王麗英   管理：王麗英  

  陳品涵 陳郁佑  

高雄市鹽埕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思瑄  

屏東縣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教練：黃智華   管理： 

  黃智華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領隊：陳志豪   教練：李榮傑   管理：林芝儀  

  陳宇晨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領隊：  教練：李榮傑   管理： 

  王承威 李榮傑 林宥廷 連承皓 潘壹 陳亞迪  

屏東縣國立屏中 

  領隊：陳國祥   教練：涂建州 蔡鴻億   管理： 

  邱思穎 施孟寰 柯妙蓉 陳欣苓 黃凱筠 謝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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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屏東縣望嘉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宇恩 沈亦涵 林彥碩 邱意涵 連岑琋 陳亞迪 陸辰昊 趙芷葇 潘壹 羅喬伊  

屏東縣潮州國中 

  領隊：林容如   教練：李榮傑   管理：羅明忠  

  田秉睿 高芯巧 潘建博  

宜蘭大學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奕芸  

宜蘭縣中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羿甄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領隊：  教練：黃家新   管理： 

  李昕芮 李柏辰 沈佳蓁 林佳昀 林宥岑 林書誠 鄭羽晴  

宜蘭縣光復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沈羽瞳 謝佳妡  

宜蘭縣同樂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吳柔鈺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 A 

  領隊：張志雄   教練：  管理： 

  吳宇政 張志雄 簡明正  

宜蘭縣育才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郭淨芫  

宜蘭縣南屏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子靖  

宜蘭縣員山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張涵矞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令廉 王于文 夏蓁妮 張穎 吳柔鈺 許晴媗 沈羽瞳 高温俐婷 張瀚允 陳羿甄 郭淨芫 賴雨彤  

宜蘭縣凱旋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盧霆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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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宜蘭縣復興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尤雅芬 江泯徹 林子佑 林柏翰 高維澤 張立學 陳羿翰 劉育汝 潘宥澄 鄭媜云 羅婕婗 嚴紹庭  

  蘇湘喻  

宜蘭縣順安國中 

  領隊：張秀梅   教練：李珮慈   管理：許念慈  

  孔繁恩 林君穎 張雅鈺 陳天霖 黃祥恩  

宜蘭縣新生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展亦 許晴媗 賴雨彤 簡妤芮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函霓 林于辰 林廷翰 林辰朔 林稟晏 陳佑旻 黃千驊 黃銘浩 葉昀羲 劉語樂 盧柏妍  

宜蘭縣黎明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沛娟 張瀚允 陳彥同 陳彥菊 潘宥蓁 鄭靖蓉 鄭靖璇  

宜蘭縣礁溪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詰叡  

花蓮縣北昌國小 

  領隊：陳俊雄   教練：陳芷蝶   管理：黃仲偉  

  胡江威 黃羽菲 黃歆雅 簡可翔 温恩宥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敏甄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領隊：劉文彥   教練：王晨安 任鳳儀 陳廖霞 蔡念恩   管理：黃友伶  

  王佩慈 李昱泓 林承恩 林紫微 范鈞為 徐禹莛 張浩耕 張詠熏 陳呂欣慈 陳采穎 陳雨嫣 黃宇恆  

  黃柏喻 楊亞閔 楊亞諾 温晨晞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宇恩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嘉里跆拳道訓練站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敏甄 鄭宇恩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領隊：紀忠呈   教練：顏祥玶   管理：黃嘉慧  

  朱茜穎 林子瑋 邱興 張巧妤 梁榕軒 曾馨卉 黃于恩 劉芊妤 鄭宇傑 鄭恩熙 盧思羽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隊職員名單  
花蓮縣志學國小 

  領隊：薛明仁   教練：張詠綺   管理：彭煒傑  

  史珮潁 邢耘溱 周孟潔 周彥勳 林毅宸 許嘉文 楊琳涵 羅士豪 羅子珺  

花蓮縣宜昌國小 

  領隊：丁嘉琦   教練：黃文人   管理：凃花嘉  

  廖怡宣  

花蓮縣宜昌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賴雅婕  

花蓮縣忠孝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祈凡 許家維 陳定謙  

花蓮縣明恥國小 

  領隊：陳俊仁   教練：謝鳴   管理： 

  何丞逸 林江侑亮  

花蓮縣明廉國小 

  領隊：方智明   教練：蔡念恩   管理：吳其洲  

  林元熙 許正澔 陳宥全 陳澔恩 葉妍秀 譚丞劭  

花蓮縣明義國小 

  領隊：吳惠貞   教練：任鳳儀   管理：梁哲瑋  

  沈洋 里安.巴奈 林芝羽 徐沛辰 張貽傑 陳侑霆 陳彥宇  

花蓮縣明禮國小 

  領隊：蕭美珍   教練：黃文人   管理： 

  胡凱皓 胡凱翔 葉珉智 葉珉睿  

花蓮縣花崗國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泓鈞 林尚宏 耿聖旻  

花蓮縣花農花女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楊秉臻 楊千誼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尤語婕 王家岳 王睿霖 朱宸希 吳昀潔 汪奕潔 周郁軒 林子宸 林丞涆 邱繼禾 徐詳皓 徐暐閔  

  陳怡嵐 陳彥旭 陳源泓 賴宇哲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高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韓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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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花蓮縣家承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祈凡 陳彥宇 陳定謙 鄭子晴  

花蓮縣海星國小 

  領隊：吳煒增   教練：任鳳儀   管理：石育心  

  王主榮  

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 

  領隊：趙涵捷  教練：陳廖霞   管理：黃章傑 

  莊宜媛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武少亭 張詠盛 楊秉臻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工 

  領隊：  教練：廖緗縈   管理： 

  王為宏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領隊：梁宇承   教練：任鳳儀 陳廖霞 蔡念恩 王晨安  管理：林義龍  

  何秉宸 李倢昇 林晉緯 林聖懷 徐禹莛 武少亭 張詠盛 陳聖恩 楊千誼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領隊：  教練：  管理： 

  周彥勳 許嘉文 葉珉睿 林芝羽 胡凱皓 楊琳涵 徐沛辰 陳侑霆 納韃.守也.八旗那 陳哲洋 黃羽

菲 楊詠晴 廖怡宣 林元熙  

花蓮縣復興國小 

  領隊：  教練：  管理： 

  鄭子晴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領隊：李玲惠   教練：蔡念恩   管理：林佩璇  

  納韃.守也.八旗那 陳哲洋 黃嘉興  

花蓮縣嘉里忠孝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梁榕軒 許家維  

花蓮縣鑄強國小 

  領隊：孫東志   教練：蔡念恩   管理：吳家語  

  楊詠晴  

中正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劉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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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安興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邦元 陳晏傑 戴亨宇  

枋寮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劉巧兒  

華南高商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領隊：  教練：  管理： 

  岳佩緹  

新和、菁英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呂承恩 王建盛 江仲賢  

新星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李浩宇 沈信村 陳濬哲  

新埔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玟汝 林宥皓 陳樟境 彭宥皓 彭宥翔  

照門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尚騏  

興大附農興大附農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子樂  

關埔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劉又旭 劉柏榆  

寶石國小 A 

  領隊：  教練：  管理： 

  姜皓翔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101 自由品勢女子個人組(12-14歲) 4 201 自由品勢女子個人組(15-17歲) 1

102 自由品勢男子個人組(12-14歲組) 7 202 自由品勢女子個人組(18歲以上) 2

103 自由品勢男子個人組(15-17歲組) 9 203 自由品勢男子個人組(18歲以上) 8

104 自由品勢團體五人組(15-17歲組) 4 204 自由品勢團體五人組(12-14歲組) 3

205 自由品勢團體五人組(18歲以上) 7

105 團體三人社會女子組(31歲以上) 1 206 團體三人社會男子組(31歲以上) 2

106 雙人社會組(31歲以上) 2 207 個人社會女子組(66歲以上) 1

107 個人社會女子組(31-40歲) 7 208 個人社會男子組(41-50歲) 4

108 個人社會男子組(31-40歲) 4 209 個人社會男子組(51-60歲) 5

210 個人社會男子組(61-65歲) 1

211 個人社會男子組(66歲以上) 2

38 36

第二場地第一場地

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11/3第一天賽程_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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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勢

第一天賽程

第一場地



籤號

1

2

3

4

籤號

1

2

3

4

5

6

7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廖子豪

臺北市北投TDS 簡岑澔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吳宇軒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張詠盛

臺中市龍井國中 巫晉承

臺北市大理高中 蔡瑞陽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孝澤

臺北市北投TDS 蔡宇魁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歐囿全

103-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男子個人組(15-17歲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北投TDS 葉秉軒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詹文顯

新北市丹鳳高中 許光逸

臺北市北投TDS 趙玖佯

新北市福和國中 廖翊軒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李柏縉

桃園市大業國小 鄭以承

102-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男子個人組(12-14歲組) 比賽人數：7人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以諠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王羿涵

臺中市龍井國中 賴紫綺

101-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女子個人組(12-14歲) 比賽人數：4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北投TDS 徐湘筑



籤號

1

2

3

4

籤號

1

籤號

1

2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高温俐婷/呂承恩

臺北市菁英忞道館聯隊 江仲賢/陳文怡

1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社會組(31歲以上)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吳貞儀/葉立盈/高温俐婷

1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社會女子組(31歲以上) 比賽人數：1人

高雄市楠梓高中 楊亮軒/陳昱霖/許宇翔/謝宝嫻/李宸萱

臺北市龍山TDS 簡岑澔/蔡宇魁/蕭翊如/林暐庭/黃政雄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李倢昇/林聖懷/林晉緯/徐禹莛/武少亭

104-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五人組(15-17歲組) 比賽人數：4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孝澤/吳宇軒/廖子豪/蕭鎂芯/徐悠然



籤號

1

2

3

4

5

6

7

籤號

1

2

3

4

新北市三重跆促 莊博欽

新北市輔仁大學 呂竺昇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梅花跆拳道 王致中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呂承恩

1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組(31-40歲) 比賽人數：4人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中山舘 林郁汶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怡萱

臺北市毓薪跆拳道館 葉立盈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中 彭思庭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吳貞儀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高温俐婷

1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女子組(31-40歲)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忞跆拳道館 陳文怡



11/3

品勢

第一天賽程

第二場地



籤號

1

籤號

1

2

籤號

1

2

3

4

5

6

7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柏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哲宇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工 王為宏

國立體育大學 李但以理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柯翔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簡言澔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大學A 黃世鐘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拓宇

203-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男子個人組(18歲以上) 比賽人數：8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翊聆

202-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女子個人組(18歲以上)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泳潔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徐悠然

201-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女子個人組(15-17歲) 比賽人數：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籤號

1

2

3

4

5

6

7

籤號

1

2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和、菁英聯隊 呂承恩/王建盛/江仲賢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張志雄/簡明正/吳宇政

2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社會男子組(31歲以上) 比賽人數：2人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王令廉/高温俐婷/王于文/夏蓁妮/張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薛倢恩/張宸帛/黃竑淂/徐子珊/郭彥妤

國立體育大學 謝羽翔/高振愷/王維駿/張宇喬/張芸瑄

國立體育大學 李但以理/黃奕承/游輝鴻/蔡羽涵/鍾安營

臺北市立大學A 黃涪民/黃世鐘/張庭瑋/李玉蘭/李倪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京典/蘇星宇/陳奕訓/高千千/林昀靚

205-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五人組(18歲以上)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施驛莛/莊安寶/游心緯/許佩萱/蔡芸菁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張詠熏/李昱泓/楊亞諾/王佩慈/林承恩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簡琮祐/林冠佑/謝忞祐/王羿涵/陳 璿

臺北市北投TDS 葉秉軒/趙玖佯/韓羽晴/陳芷萱/徐湘筑

204-自由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五人組(12-14歲組) 比賽人數：3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籤號

1

2

3

4

籤號

1

2

3

4

5

臺南市世和跆拳道館 陳世明

高雄市楠梓高中 鄭紹宏

高雄市龍威跆拳道館 林明信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A 郭俊成

新竹縣正道館跆拳道訓練站 廖運正

2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組(51-60歲) 比賽人數：5人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張志雄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張凱珽

宜蘭縣志仁跆拳道館A 簡明正

2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組(41-50歲) 比賽人數：4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菁英跆拳道館 江仲賢

臺北市昭晴道館 羅玉蓮

2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女子組(66歲以上) 比賽人數：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籤號

1

2 臺中市大雅跆錚跆拳道館 鄭潘錡

2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組(66歲以上)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淡海跆拳道訓練站 陳雙俠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李榮傑

2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組(61-65歲) 比賽人數：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101 團體三人社會女子(18-30歲) 3 201 團體三人社會男子(18-30歲) 7 301 團體三人大專女子黑帶組 6 401 團體三人大專男子黑帶組 5

102 雙人高中黑帶A組 10 202 雙人高中黑帶B組 10 302 雙人高中黑帶C組 10 402 雙人高中黑帶E組 9

103 雙人社會A組(18-30歲) 7 203 雙人大專黑帶A組 7 303 雙人高中黑帶D組 9 403 團體三人高中男子色帶組 1

104 雙人社會B組(18-30歲) 6 204 雙人大專黑帶B組 6 304 團體三人高中男子黑帶A組 9 404 雙人高中色帶組 1

105 團體三人高中女子黑帶A組 10 205 團體三人高中女子黑帶B組 9 305 個人大專女子低色帶組(5~8級) 3 405 團體三人高中男子黑帶B組 8

106 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1 206 個人大專女子高色帶組(1~4級) 1 306 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一段組 5 406 個人社會女子A組(18-30歲) 10

107 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1 207 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一段組 3 307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A組 10 407 個人社會女子B組(18-30歲) 9

108 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11 208 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0 308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B組 9 408 個人社會男子A組(18-30歲) 9

109 個人高中女子低色帶組(5~8級) 2 209 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0 309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C組 9 409 個人社會男子B組(18-30歲) 9

110 個人高中女子高色帶組(1~4級) 9 210 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9 310 個人高中男子高色帶組(1~4級) 7 410 個人高中男子低色帶組(5~8級) 2

111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0 211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10 311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一段A組 8 411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0

112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0 212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10 312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一段B組 7 412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0

113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10 213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10 313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10 413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10

114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10 214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10 314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10 414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10

215 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10 315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10 415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10

416 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10

120 122 122 123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11/4第二天賽程_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第二場地第一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11/4

品勢

第二天賽程

第一場地



籤號

1

2

3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施驛莛/高千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竑淂/郭彥妤

國立體育大學 鍾安營/陳祈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簡言澔/徐子珊

新北市輔仁大學 黃品潔/李秉翰

國立體育大學 張芸瑄/蘇暐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佩萱/徐瑋辰

1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社會A組(18-30歲)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丹鳳高中 游睿澤/陳倍雅

臺中市TAYA跆拳道 陳奕昇/李瑀嫺

高雄市楠梓高中 謝宝嫻/許宇翔

桃園市北科附工 邱姿穎/呂維倫

桃園市北科附工 張紘睿/許佩珊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伯壬/張珈綺

國立華僑高中 洪之雙/林承新

臺北市松山家商 王敘名/陳柏蓁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丹鳳高中 林宥辰/劉佳蓉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武少亭/張詠盛

1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黑帶A組 比賽人數：10人

國立體育大學 黃子育/張宇喬/蔡羽涵

臺北市文化大學 胡子萱/陳怡靜/陳予亭

1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社會女子(18-30歲) 比賽人數：3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泳潔/郭彥妤/蔡芸菁



籤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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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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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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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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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蕭奉儀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柯喬云

臺北市文化大學 陳予亭

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 莊宜媛

臺北市文化大學 陳怡靜

宜蘭大學A 陳奕芸

新北市輔仁大學 謝丹妮

臺北市立大學A 李倪珊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淑雯

新北市輔仁大學 廖菀柔

桃園市長庚大學 林柔霈

1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簡湘玲/葉伃晴/謝恩慈

屏東縣國立屏中 謝易珊/黃凱筠/柯妙蓉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李詩語/黃嬡/黃楷淇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李昭螢/張墐真/莊靜萱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俐廷/楊欣喻/李宜蓁

高雄市楠梓高中 謝宝嫻/柯品廷/陳思妤

雲林縣麥寮高中 蕭佩珊/郭依慧/廖沛琳

臺北市大安高工 黃芊瑜/蕭宇彤/吳庭瑜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北科附工 邱姿穎/楊長螢/許筑甯

國立華僑高中 侯佳妤/佟維軒/洪之雙

1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高中女子黑帶A組 比賽人數：10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奕訓/楊翊聆

國立體育大學 葉亮妤/高振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宸帛/林昀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京典/蔡芸菁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建勳/胡聖希

1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社會B組(18-30歲) 比賽人數：6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輔仁大學 朱敬捷/蔡淑雯



籤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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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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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1

2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鄭乃慈

雲林縣北港高中A 蔡依螢

1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低色帶組(5~8級)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歐瑩圓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簡琦霏

臺北市立大學A 李玉蘭

新北市輔仁大學 甯苡婕

臺北市文化大學 許玥晨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張雯媛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婉瑜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楊于靚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佳瑜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文化大學 徐曉玲

臺中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宥妤

新北市輔仁大學 鄒曈恩

1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1人

國立體育大學 張庭毓

新北市輔仁大學 王庭茵

新北市輔仁大學 曾皕翎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張鉯嵐

臺北市文化大學 湯宜蓒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馬莉宣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芝婷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張嘉容

臺北市文化大學 周翊歡

1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真理大學 林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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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黃伃崡

高雄市楠梓高中 孫竫媛

桃園市北科附工 邱姿穎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劉舒亞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A 莊程元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周郁涵

國立華僑高中 洪之雙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朱宜伶

臺中市北區臺中二中A 鄭珊珊

桃園市北科附工 楊長螢

1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徐鈺芳

臺北市百齡高中 吳欣茗

桃園市北科附工 魏書含

新北市三民高中 楊詠捷

桃園市北科附工 甘羽鳳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林書吟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柯佳妤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李宜蓁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柯品廷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黃楷淇

1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0人

屏東縣國立屏中 邱思穎

高雄市楠梓高中 黃濼芸

新竹縣關西高中 周恩嫻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張育慈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黃梓沂

新北市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張芷瑄

雲林縣北港高中A 蔡慧寧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洪佩妤

1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高色帶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林育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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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劉翊婷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何凱穎

屏東縣國立屏中 陳欣苓

桃園市陽明高中 李相穎

國立華僑高中 佟維軒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張墐真

臺北市大安高工 蕭凱心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鄭宇喬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心怡

臺北市松山家商 陳柏蓁

1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比賽人數：10人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郭愛子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楊禮妮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楊欣喻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李詩語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簡湘玲

桃園市北科附工 許筑甯

臺中市TAYA跆拳道 李瑀嫺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游珊妮

臺北市松山家商 林可馨

1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北科附工 徐慧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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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樊力瑒/林宥榆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江秉泓/柯喬云

新北市輔仁大學 黃建綸/謝丹妮

臺北市立大學A 林資婷/游秉樺

臺北市文化大學 蕭漢櫳/許玥晨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大學A 李倪珊/張庭瑋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拓宇/廖菀柔

2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大專黑帶A組 比賽人數：7人

桃園市北科附工 張華城/葉品瑄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謝子恩/賴妤晴

桃園市北科附工 楊長螢/蘇靖哲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靚穎/陳澤楷

高雄市楠梓高中 郭芯甯/侯承宇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李柏諺/林子娟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心怡/陳昱霖

新北市丹鳳高中 簡廷諺/陳郁臻

臺北市松山家商 鄧文智/林可馨

2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黑帶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李宜蓁/鄭宥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薛倢恩/黃竑淂/吳柏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安寶/徐瑋辰/吳京典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拓宇/李秉翰/賴建勳

國立體育大學 李但以理/黃奕承/游輝鴻

國立體育大學 蘇暐捷/謝羽翔/王維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簡言澔/張淵碩/林哲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宸帛/游心緯/蘇星宇

2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社會男子(18-30歲)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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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施宏宜

2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高色帶組(1~4級) 比賽人數：1人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恩聖武道館劉雅婷/吳學淑/劉翊婷

桃園市北科附工 陳雅欣/徐慧甄/李芷瑩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劉芩妍/張喬鈞/林書吟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心怡/紀姮彤/張珈綺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游珊妮/柯佳妤/賴宛伶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洪佩妤/李唯甄/程宥瑄

新北市丹鳳高中 陳郁臻/劉佳蓉/郭羿辰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賴妤晴/何凱穎/徐鈺芳

2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高中女子黑帶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北科附工 魏書含/林紅鳳/簡鈺珈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弘儒/鄒曈恩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顗棋/張雯媛

新北市輔仁大學 蔡宗恩/王庭茵

新北市輔仁大學 劉瑋宸/陳婉瑜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邦宇/蕭奉儀

臺北市立大學A 李玉蘭/江冠勳

2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大專黑帶B組 比賽人數：6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臺南市嘉南藥理大學 潘豐華

臺北市立大學A 游秉樺

臺北市立大學A 江冠勳

新北市輔仁大學 朱敬捷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建綸

臺北市文化大學 蕭漢櫳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樊力瑒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李亦晨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大學A 張庭瑋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邦宇

2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0人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建勳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陳彥安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黃聖聰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弘儒

臺北市國防醫學院 宋啟榮

臺北市立大學A 黃世鐘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歐囿全

臺北市立大學A 王竣堃

嘉義大學A 林宸駿

2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大學A 陳延宗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吳承儒

臺北市文化大學 孔捷宏

新北市輔仁大學 劉瑋宸

2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一段組 比賽人數：3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雄市楠梓高中 郭芯甯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楊茵筑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賴宛伶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哈妤嫻

高雄市楠梓高中 張珈綺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楊秉臻

桃園市中壢家商 莊采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謝恩慈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大安高工 蕭宇彤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呂欣諭

2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比賽人數：10人

新北市丹鳳高中 劉佳蓉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蕭鎂芯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郭美榆

國立華僑高中 侯佳妤

臺中市文華高中A 李思澄

桃園市振翔跆訓 陳心慈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思妤

高雄市楠梓高中 謝宝嫻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陳奕云

2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屏東縣國立屏中 謝易珊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王顗棋

臺北市立大學A 陳玟融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江秉泓

新北市輔仁大學 蔡宗恩

臺中市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王辰皓

新北市輔仁大學 官霖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鄭長運

臺北市立大學A 黃涪民

屏東縣大仁科技大學 黃智華

2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靚穎

雲林縣麥寮高中 廖沛琳

高雄市楠梓高中 紀姮彤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黃嬡

屏東縣國立屏中 施孟寰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道明中學 羅郁鎂

臺北市大安高工 吳庭瑜

桃園市北科附工 葉品瑄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莊靜萱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葉伃晴

2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比賽人數：10人

新北市丹鳳高中 郭羿辰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楊育聆

臺北市大安高工 黃芊瑜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俐廷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武少亭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吳學淑

桃園市北科附工 陳雅欣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喬鈞

高雄市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普門高級中學 方捷怡

2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惠嵐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劉芩妍

臺南市光華高中 徐士涵

桃園市北科附工 林紅鳳

高雄市楠梓高中 李宸萱

彰化縣彰化高商 劉沁瑀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川原跆拳道 張淳蓁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徐悠然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賴妤晴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李昭螢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侯菡芸

2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11/4

品勢

第二天賽程

第三場地



籤號

1

2

3

4

5

6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桃園市北科附工 林紅鳳/劉伸朋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楊欣喻/柯翔碩

雲林縣斗六高中 楊承諺/顏昱如

臺南市臺南高工光華高中聯隊 徐士涵/劉騏輔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孝澤/陳俐廷

高雄市楠梓高中 楊亮軒/紀姮彤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朱佑祺/徐鈺芳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丹鳳高中 柳賀騰/郭羿辰

桃園市北科附工 李芷瑩/吳鎧丞

3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黑帶D組 比賽人數：9人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廖子豪/蕭鎂芯

桃園市北科附工 甘羽鳳/沙慕恩

桃園市北科附工 李承諭/廖敏安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思妤/陳宇聖

國立華僑高中 黃佳宥/陳佳祥

臺北市松山家商 李羿廷/林宸蕙

雲林縣麥寮高中 郭依慧/丁培閎

高雄市楠梓高中 林子宸/柯品廷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徐晟凱/李詩語

3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黑帶C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徐悠然/吳宇軒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馬莉宣/楊于靚/簡琦霏

臺北市立大學A 李玉蘭/李倪珊/林資婷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林宥榆/許絜㝢/張雯媛

新北市輔仁大學 胡聖希/蔡淑雯/謝丹妮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張嘉容/蕭奉儀/柯喬云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婉瑜/鄒曈恩/甯苡婕

3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大專女子黑帶組 比賽人數：6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籤號

1

2

3

4

5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許絜㝢

新北市景文科技大學 羅玉惠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陳妤琳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林宥榆

臺北市立大學A 林資婷

3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黑帶一段組 比賽人數：5人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 謝宇柔

桃園市仁德醫專 林子妍

3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大專女子低色帶組(5~8級) 比賽人數：3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敏惠醫護管理學校牙體技術科一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蔡宜君

高雄市楠梓高中 林子宸/陳宇聖/許宇翔

桃園市北科附工 蘇靖哲/劉伸朋/呂維倫

桃園市北科附工 沙慕恩/張紘睿/鄭偉傑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吳紘騰/阮品融/林泓溢

臺北市松山家商 鄧文智/李羿廷/張家熏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林聖懷/林晉緯/張詠盛

新北市丹鳳高中 游睿澤/柳賀騰/林宥辰

國立華僑高中 王彥儒/施建評/陳澤楷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王國文/江承恩/李柏諺

3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高中男子黑帶A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A 陳蔓暄

桃園市北科附工 廖敏安

雲林縣麥寮高中 蕭佩珊

新北市丹鳳高中 陳郁臻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陳曉薇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周怡如

雲林縣麥寮高中 郭依慧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嘉義市嘉義高商 李佳臻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林子娟

3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9人

屏東縣國立屏中 黃凱筠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李唯甄

桃園市永豐高中 林家涵

桃園市北科附工 簡鈺珈

新北市三民高中 侯沛瑩

嘉義市嘉華中學 何文巧

雲林縣斗六高中 顏昱如

屏東縣國立屏中 柯妙蓉

3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顏玲玲

雲林縣麥寮高中 林玫君

國立華僑高中 黃佳宥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洪桂苡瑄

桃園市北科附工 許佩珊

新北市丹鳳高中 陳倍雅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高工 韓德英

華南高商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岳佩緹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李佩珈

桃園市北科附工 李芷瑩

嘉義市嘉華中學 吳曉森

3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女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籤號

1

2

3

4

5

6

7

8

籤號

1

2

3

4

5

6

7

高雄市楠梓高中 吳秉儒

高雄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安郁傑

新北市三民高中 林凱博

雲林縣麥寮高中 陳瀚澤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孝澤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洪健誌

苗栗縣興華高中 蘇宏凱

3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7人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李柏興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蔡承祐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伯壬

南投縣南投高中A 施冠瑋

雲林縣斗六高中 楊承諺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黃彥瑋

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劉敏達

3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王宏洋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A 謝佳昌

基隆市國立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中A 鄭羽平

臺北市松山家商 溫柏翰

新北市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莊子玄

新北市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張聲廷

基隆市A 李文昌

嘉義縣民雄農工 吳守博

3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高色帶組(1~4級)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游昕諺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蔡辰泓

高雄市楠梓高中 林子宸

桃園市北科附工 吳鎧丞

高雄市楠梓高中 蕭萬益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張詠盛

臺北市松山家商 王敘帆

臺北市百齡高中 陳羿勛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新豐高中 林佑齊

桃園市北科附工 劉伸朋

3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比賽人數：10人

臺北市松山家商 李羿廷

高雄市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賴柏亦

興大附農興大附農 陳子樂

高雄市楠梓高中 楊亮軒

桃園市北科附工 李景翔

國立華僑高中 林承新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李倢昇

桃園市北科附工 張華城

新北市丹鳳高中 游睿澤

3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昱霖

臺南市臺南高工 劉騏輔

桃園市北科附工 蘇靖哲

雲林縣麥寮高中 丁培閎

國立華僑高中 施建評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廖子豪

臺北市松山家商 鄧文智

新北市三重高中 王少丞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宇聖

桃園市永豐高中 林昱

桃園市北科附工 詹永吉

3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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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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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1

2

3

4

5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 廖俊豪/鄭羽平/謝佳昌

4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高中男子色帶組 比賽人數：1人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朱宜伶/張凱程

花蓮縣花農花女聯隊 楊秉臻/楊千誼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呂欣諭/鄭宇成

桃園市北科附工 高定宇/陳雅欣

國立華僑高中 王彥儒/侯佳妤

雲林縣麥寮高中 陳瀚澤/蕭佩珊

桃園市北科附工 鄭偉傑/徐慧甄

彰化縣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游珊妮/游昕諺

4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黑帶E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劉翊婷/蔡辰泓

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 樊力瑒/王邦宇/王顗棋

臺北市立大學A 游秉樺/陳延宗/黃涪民

臺北市立大學A 江冠勳/王竣堃/陳玟融

新北市輔仁大學 賴弘儒/劉瑋宸/官霖

桃園市金鷹跆拳隊A 李亦晨/黃聖聰/鄭長運

4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大專男子黑帶組 比賽人數：5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立體育大學 黃子育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品潔

國立體育大學 葉亮妤

國立體育大學 張宇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子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泳潔

臺北市文化大學 胡子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千千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沈佳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佩萱

4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女子A組(18-30歲) 比賽人數：10人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何秉宸/陳聖恩/李倢昇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謝子恩/徐晟凱/朱佑祺

臺北市百齡高中 吳哲瑋/陳羿勛/彭榮康

桃園市北科附工 高定宇/李承諭/吳鎧丞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陳孝澤/柯翔碩/鄭宥國

高雄市楠梓高中 陳伯壬/侯承宇/陳昱霖

臺北市松山家商 王敘帆/王敘名/蔡和軒

4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高中男子黑帶B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麥寮高中 陳瀚澤/丁培閎/宋庭逸

新北市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張芷瑄/張聲廷

4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高中色帶組 比賽人數：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國立體育大學 黃奕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蘇星宇

國立體育大學 王維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施驛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哲宇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 李秉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芃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柏成

國立體育大學 高振愷

4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B組(18-30歲) 比賽人數：9人

臺北市立大學A 彭昱翔

國立體育大學 陳祈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京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薛倢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奕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安寶

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拓宇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 張景富

4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男子A組(18-30歲)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國立體育大學 謝羽翔

臺南市台南跆拳道訓練站 陳秋華

國立體育大學 蔡羽涵

國立體育大學 張芸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翊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昀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郭彥妤

新北市輔仁大學 胡聖希

國立體育大學 鍾安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芸菁

4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社會女子B組(18-30歲)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南投縣中興高中A 簡亮睿

臺中市TAYA跆拳道 陳奕昇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鄭宥國

雲林縣麥寮高中 宋庭逸

桃園市北科附工 李承諭

臺北市松山家商 蔡和軒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陳聖恩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陳振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港明高中 山下翔靖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徐晟凱

4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0人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吳宇軒

桃園市北科附工 高定宇

高雄市楠梓高中 許宇翔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楊千誼

新北市丹鳳高中 林宥辰

臺北市百齡高中 吳哲瑋

臺中市TAYA跆拳道 曾柏豪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黃宥笙

國立華僑高中 陳澤楷

4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國立西螺農工 沈賴翊舜

基隆市國立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中A 廖俊豪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宥宏

4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低色帶組(5~8級)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雄市楠梓高中 簡嘉樂

嘉義市嘉華中學 馮楷綸

臺中市跆拳道委員會 林聖懷

桃園市中壢家商 黃楷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鄭宇成

新北市丹鳳高中 柳賀騰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林晉緯

桃園市北科附工 呂維倫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朱佑祺

高雄市楠梓高中 施博洧

4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比賽人數：10人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王鵬瑋

國立華僑高中 陳佳祥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建智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古原嘉

桃園市北科附工 鄭偉傑

南投縣南投高商A 吳昱洲

臺北市百齡高中 彭榮康

臺北市松山家商 王敘名

新北市丹鳳高中 邱楷恩

4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楠梓高中 侯承宇

基隆市A 吳俊廷

桃園市北科附工 張紘睿

新北市丹鳳高中 簡廷諺

國立華僑高中 王彥儒

桃園市中壢家商 杜建銘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李柏諺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張孟森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柯翔碩

臺南市台南跆拳道訓練站 周冠佑

彰化縣國立員林農工 張凱程

4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雲林縣麥寮高中 林原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劉帝安

桃園市北科附工 沙慕恩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謝子恩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江承恩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農 何秉宸

臺北市松山家商 張家熏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黃宇頡

南投縣南投高中A 王士齊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工 王為宏

4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高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101 團體三人國中女子色帶組 9 201 團體三人國中男子色帶組 5 301 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A組 10 401 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C組 9 501 團體三人國中男子黑帶A組 11 601 團體三人國中男子黑帶B組 10

102 雙人國中色帶A組 7 202 雙人國中色帶B組 7 302 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B組 10

103 雙人國中黑帶A組 12 203 雙人國中黑帶B組 11 303 雙人國中黑帶C組 11 402 雙人國中黑帶D組 11 502 雙人國中黑帶E組 11 602 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A組(5~8級) 11

104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A組(1~4級) 10 204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C組(1~4級) 10 304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E組(1~4級) 9 403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F組(1~4級) 9 503 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A組(5~8級) 11 603 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B組(5~8級) 11

105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B組(1~4級) 10 205 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D組(1~4級) 10 305 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C組(1~4級) 11 404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H組 10 504 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B組(5~8級) 11 604 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C組(5~8級) 11

106 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A組(1~4級) 11 206 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B組(1~4級) 11 306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E組 11 405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11 505 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C組(5~8級) 10 605 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D組(5~8級) 11

107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A組 11 207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C組 11 307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F組 11 406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11 506 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D組(5~8級) 10 606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J組 11

108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B組 11 208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D組 11 308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G組 10 407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B組 11 507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11 607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K組 11

109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1 209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12 309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11 408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11 508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C組 11 608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F組 10

110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1 210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11 310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11 409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11 509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D組 11 609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G組 10

111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11 211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11 311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A組 11 410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11 510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E組 11 610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H組 10

112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A組 11 212 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11 312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E組 11 411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10 511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10 611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A組
10

113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

A組
11 213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B組 11 313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F組 10 412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B組 10 512 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10 612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B組
9

114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

B組
11 214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C組 11 314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G組 10 413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C組 10 513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F組 10 613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C組
9

115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

C組
11 215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D組 11 31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A組 11 414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D組 10 514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G組 10 614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D組
9

41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E組 10 51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H組 10 61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E組
9

158 154 158 155 158 152比賽人數

第二場地第一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第五場地 第六場地

比賽人數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第三天賽程(11/5)_品勢出場順序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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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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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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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女子色帶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黃郁茹/蘇珈汶/吳姿穎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吳恩綺/陳姿阡/許媛甯

基隆市成功國中 何敏煊/吳昱潔/陳育欣

基隆市 林佳盈/鄒巧耘/吳惜惜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陳仰祈/黃薇潔/王忻琳

苗栗縣頭份國中 蔡云慈/徐苡琁/陳鈺琪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裴淑兒/裴嘉欣/張芷瑄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林宥岑/李昕芮/沈佳蓁

雲林縣虎尾國中 林慈茵/王韶彤/林妍均

1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色帶A組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楊賀喬/吳尚謙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廖啟宏/裴淑兒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黃宇恆/陳雨嫣

宜蘭縣順安國中 林君穎/陳天霖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陳仰祈/黃立祥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林佳盈/李志仁

桃園市大園國中 王文彥/潘葦琳

1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黑帶A組 比賽人數：1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三峽國中 曾品嘉/李穎承

桃園市幸福國中 張妤卉/廖柏鑫

屏東縣潮州國中 潘建博/高芯巧

基隆市成功國中 水品淏/林侑萱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林紫微/李昱泓

桃園市大園國中 江筑媗/李定宗

基隆市成功國中 余許芷荺/陳柏文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許恩新/劉芮廷

雲林縣虎尾國中 廖廷軒/廖念竹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林冠佑/林暐庭
桃園市立瑞原、平南國中聯隊 溫若婷/邱崇恩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蘇鉑程/林芸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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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管滋妤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張芷瑄

雲林縣東仁國中 蔡尹瑗

嘉義縣義竹國中A 邱彩羚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楊芷馨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黃千驊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林文慧

新竹縣芎林國中 謝昀辰

高雄市文山國中 彭筱熙

苗栗縣頭份國中 蔡云慈

1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 陳宜圓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許媛甯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游千郁

臺中市立新光國中 江巧柔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B 鐘惠宇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黃薇潔

雲林縣麥寮高中 蔡郡怡

新北市光榮國中 陳思瑜

苗栗縣建國國中 劉依倢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鄒巧耘

1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李尚澤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吳尚謙

苗栗縣苗栗國中 榮雙佑

新北市裕德國中 洪秉淵

雲林縣麥寮高中 丁中宥

臺中市東山國中 廖暐華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黃柏喻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黃宣諭

嘉義縣義竹國中A 蔡秉汎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邱詠鈞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吳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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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彣嬑

臺南市永仁高中國中部A 葉家妤

基隆市百福國中 張妮薰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陳品希

新竹縣仁愛國中 童鈺茹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張心寧

彰化縣大同國中 施彩瑗

臺北市百齡高中 張媛晴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川原跆拳道 蔣婷容

嘉義縣大林國中 謝植茗

桃園市六和高中 趙靜妤

1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何姵萱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李筱芸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翁毓娸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李宜潔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彭安瑜

彰化縣大同國中 賴承禧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陳右庭

雲林縣虎尾國中 廖念竹

彰化縣大同國中 李姿妮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芷妘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吳宇涵

1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有國中 黃智捷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 邱崇恩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王威閎

屏東縣潮州國中 潘建博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李懿庭

基隆市成功國中 陳柏文

高雄市右昌國中 林偉哲

臺中市龍井國中 巫晉承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朱佑城

臺北市蘭雅國中 戴崇凱

臺北市中山國中 范元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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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黃宥勛

桃園市中壢國中 楊量凱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葉昀羲

新北市光榮國中 張閔翔

桃園市慈文國中 蔡子祺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李宜璟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邱宥鈞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王柏涵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方冠翔

桃園市大有國中 高資竣

新竹縣成功國中 許擇

1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風林跆訓 陳少尹

屏東縣潮州國中 田秉睿

高雄市文山國中 徐紹鈞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黃文忠

基隆市百福國中 劉醇瑾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蔡宇樂

桃園市大有國中 蘇威僑

宜蘭縣復興國中 張立學

新北市福和國中 廖翊軒

臺北市中山國中 詹玄浩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國中部 賴昱謙

1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三民國小 范盈將

桃園市中平國小 鄧羽彤

臺北市立銘傳國小 林安紜

新北市丹鳳跆拳道館 高莉妤

基隆市深美國小 王紫琳

新北市瑞芳國小 林宥瑄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潘采媞

新竹縣光明國小 李宇庭

臺中市仁愛國小 蔡易芸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白效佳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宋忻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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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丹鳳跆拳道館 鄧鈞甯

臺中市仁愛國小 黃紫甯

新北市昌平國小A 宗侑妘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蔡亞忻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王靖媄

高雄市福山國小 陳誼恩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戴瑀芯

苗栗縣立僑成國小 朱韻晴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蔡惟恩

苗栗縣建功國小 曾亮芸

臺中市文昌國小 呂品儀

1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永福國小 李香瑩

高雄市中正國小 蔡昕恩

桃園市文山國小 蔡子恩

宜蘭縣同樂國小 吳柔鈺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呂妍潔
新北市金城跆拳道館北大館 林宸希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藍芷蕾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王湘瑜

新北市集美國小 陳又溱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A 陳慈容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江語涵

1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子琦

臺中市大鵬國小 謝念穎

臺中市仁愛國小 李佳欣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蔡羽晴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李安卓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湘晴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游沂澐

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A 林雨艾

高雄市明宗國小 劉又瑜

臺北市勝利芝山道館 張于庭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唐子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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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男子色帶組 比賽人數：5人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黃柏喻/黃宇恆/楊亞諾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羅煥傑/李志仁/吳耀恩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朱以澤/柳柏勛/邱渝凱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吳育鎧/陳威助/楊浚杰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吳尚謙/徐崇勛/廖啟宏

2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色帶B組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太極三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吳旻融/裴嘉欣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鄒巧耘/羅煥傑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林宥岑/林書誠

基隆市百福國中 謝羽庭/林信佑

嘉義縣義竹國中A 邱彩羚/蕭偉志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朱以澤/黃薇潔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王忻琳/邱渝凱

2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黑帶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王佩慈/張浩耕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李梓鋐/蔡語嫣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李政翰/李庭蓁

彰化縣彰泰國中 劉瀚郙/陳昀彤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溫婕甯/李秉睿

桃園市大有國中 曾崡瑀/古尉廷

桃園市平鎮國中A 陳靖崴/楊德瀚
臺南市中山國中安南國中聯隊 陳嘉容/李佳宥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呂紘睿/劉芯伶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陳詩旋/黃文忠

桃園市中壢國中 何品琪/楊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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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復興國中 蘇湘喻

高雄市正興國中 吳姵璇

嘉義縣大林國中 莊沛珺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陳雅玲

基隆市成功國中 吳昱潔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陳姿阡

雲林縣虎尾國中 林慈茵

桃園市永豐高中 張妙茜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陳呂欣慈

臺北市螢橋國中 柯妮言

2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D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百福國中 謝羽庭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楊賀喬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林宥岑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洪鈺雯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裴淑兒

高雄市正興國中 李佳潔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吳恩綺

新竹縣忠孝國中 蔡雅璇

苗栗縣頭份國中 徐苡琁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陳仰祈

2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亨齊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謝嵂博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高研晞

桃園市幸福國中A 林英傑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廖子承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楊浚杰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廖啟宏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黃立祥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蘆洲分館 鄭柏勳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黃宇恆

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葉承澔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劉芯伶

臺北市興雅國中 戴翊帆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梁芸喬

彰化縣文興附中 詹椀聿

新北市土城國中 蔡鏵葇

花蓮縣宜昌國中 賴雅婕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鄭羽晴

臺北市天母國中 李洛妍

嘉義縣大林國中 陳雅玲

新竹縣芎林國中 鍾羽昕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陳敏慧

2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成功國中 周琬筑

新北市溪崑國中A 林宜蓉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劉嬿

桃園市同德國中 游子嫣

臺北市萬芳高中A 林宜萱

彰化縣彰泰國中 葉芷吟

宜蘭縣復興國中 嚴紹庭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周柔均

新竹縣正道館跆拳道訓練站 江寀瑜

桃園市山腳國中 蕭宇晴

桃園市中壢國中 張歆媛

2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敦化國中 王芸萐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曾詡涵

臺中市大華國中 賴儀瑄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鍾依璇

新北市頭前國中 江悅慈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王宥庭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盧貝捷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何昭誼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林暐庭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B 林詩容

新北市頭前國中 林子晅

臺南市民德國中 鄭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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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陳昀歆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A 張宇妏

高雄市鳳西國中 楊盂鳳

臺北市萬芳高中 葉林璇璇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喬茵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劉語樂

新北市清水高中 林妤芯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陳詩旋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蔡品芊

嘉義縣朴子國中 林琬婷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以諠

2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雅億

新北市頭前國中 江祐慈

基隆市成功國中 溫翎喬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A 詹綺臻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A 李宜庭

桃園市大園國中 郭巧鈺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呂宜臻

嘉義市奧林匹克跆拳道館 林沛芸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郭秉溱

南投縣中興國中A 李慕筠

高雄市正興國中 陳若綺

2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成功國中 林侑萱

彰化縣埔心國中A 張語秝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宥瑄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林立羽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呂璿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蔡語嫣

臺中市大華國中 張彤宇

桃園市中壢國中 何品琪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陳采穎

臺北市中山國中 王楟閔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陳品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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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康乃薾國民中小學A 林珏言

新竹市竹蓮國小 謝宇喬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吳映嫻

臺北市大龍國小 徐鎵恩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吳嘉家

臺中市大雅國小 黃靖恩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吳昀潔

臺北市葫蘆國小A 蔡亞妍

桃園市東門國小 呂璟辰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梁紜甄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黎上慈

2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小A 李巧綾

桃園市國小 趙庭暄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張少謙

忞跆拳道館 王韵筑

臺中市育仁國小 柯祈暄

新埔國小A 林玟汝

彰化縣員林國小 張可昕

宜蘭縣光復國小 沈羽瞳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賴苡甄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尤語婕

桃園市中山國小 鍾昀芯

2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信義國小 鍾采妘

忞跆拳道館 徐辰安

彰化縣育英國小 張婕翎

臺中市大南國小 劉宥岑

新竹縣康乃薾國民中小學A 林珏妘

臺中市大雅國小 廖宥晴

新北市碧華國小 許晏寧

桃園市中山國小 王蔓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汪奕潔

臺中市東興國小 張心甯

高雄市援中國小 蔡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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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徐禹莛/林紫微/王佩慈
臺北市金華國中、螢橋國中聯隊 張以暄/辜理紗/柯妮言

桃園市中壢國中 何品琪/卓韋竹/梁芷甯

宜蘭縣復興國中 羅婕婗/鄭媜云/嚴紹庭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芷妘/陳昀歆/王靖瑜

臺北市弘道國中 黃子恩/陳以恩/吳宜璇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以諠/陳詩旋/郭秉溱

高雄市正興國中 陳若綺/林潔恩/李佳潔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劉嬿/林立羽/黃子熒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鄧筠柔/呂璿/文寀心

3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幸福國中 黃御芯/王宣棣/張妤安

基隆市成功國中 余許芷荺/林侑萱/周琬筑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 張宇妏/詹綺臻/吳靖晞

桃園市平鎮國中A 陳靖崴/徐語婕/潘芊菡

新北市三峽國中 曾品嘉/賴語萱/陳慧姍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林芸溱/李庭蓁/郭雅億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林暐庭/陳敏慧/陳璿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呂宜臻/張喬茵/陳詩韻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洪庭恩/楊茲雅/蔡品芊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許凱芸/周柔均/林彣嬑

3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黑帶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幸福國中 黃御芯/廖御銨

臺中市龍井國中 賴紫綺/巫晉承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恩聖武道館 林琬婷/黃柏源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謝忞祐/王羿涵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朱佑鑫/鄧筠柔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A 張以暄/吳玉琦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嘉里跆拳道訓練站 李敏甄/鄭宇恩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王宥庭/劉冠甫
臺中市北勢國中跆拳道社團 謝嘉錦/鄒嘉祐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以諠/張子濂
桃園市立瑞原、平南國中聯隊 衣廷恩/劉芯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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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E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虎尾國中 李珮綺
高雄市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黃歆雅

桃園市永豐高中 謝欣妤

宜蘭縣順安國中 張雅鈺

基隆市成功國中 何敏煊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林唯中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黃翊芹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黃侑甯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陽明國中 王翊璇

3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劉志杭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李孟緯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吳育鎧

宜蘭縣復興國中 林柏翰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徐崇勛

雲林縣北港高中A 吳東賢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温世揚

臺北市天母國中 吳承育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陳泓瑞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林書誠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呂元鉦

3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芎林國中 劉育慈

桃園市幸福國中 張妤安

臺北市天母國中 王怡齡

桃園市幸福國中 葉品淳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洪庭恩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胡宸禎

基隆市百福國中 杜俐安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李敏甄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劉芯妤

雲林縣麥寮高中 周佳靜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蔡暄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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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F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文寀心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洪庭妤

新竹市磐石高中國中部A 蘇照菱

臺北市天母國中 蔡侑靜

花蓮縣花崗國中 耿聖旻

桃園市幸福國中 張妤卉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李宥蓁

新竹市建華國中 游婷卉

臺北市天母國中 李沛泯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鄧筠柔

苗栗縣建國國中 林宥忻

3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弘道國中 蔡語瑄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陳葦婷

彰化縣信義國中小 李芷綺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賴韋伶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黃子秦

新北市丹鳳高中 高婕瑜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林紫微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曹天心

新北市三峽國中A 賴語萱

基隆市成功國中 謝宜妡

3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許凱芸

臺南市崇明國中A 陳宣穎

新北市頭前國中 林怡婷

臺中市明道中學A 李知芸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恩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王靖瑜

臺中市葳格高中 莊佳靜

宜蘭縣復興國中 羅婕婗

臺中市龍井國中 賴紫綺

屏東縣潮州國中 高芯巧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楊茲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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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三峽國中C 陳慧姍

臺北市百齡高中 李佳叡

南投縣中興國中A 林語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陳宇晨

宜蘭縣順安國中 孔繁恩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陳詩韻

新北市光榮國中 邢舒婷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A 辜理紗

桃園市大崙國中 梁芷甯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陳欣妤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盧柏妍

3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仁愛國中 劉宸佑

桃園市永豐高中 許劭駿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林俊凱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簡琮祐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劉軒齊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林展域

雲林縣虎尾國中 黃士強

新竹縣博愛國中 姜華渁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呂智欽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賴威愷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 邱柏融

3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鑄強國小 楊詠晴

桃園市新街國小 劉恩妤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郭嘉菡

臺北市永樂國小 卓芮安

忞跆拳道館 王麗涵

臺北市國語實小 林佳璇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吳恬欣

桃園市中山國小 李玉琪

臺中市大南國小 張喻媃

臺北市五常國小 何衍誼
雲林縣莿桐跆拳道訓練中心A 王霈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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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F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江悅禾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翊禎

桃園市中壢國小 彭程暄

基隆市中興國小 簡詩云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A 莊蕎安

桃園市同安國小 楊詠甯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賴柏茵

臺北市明湖國小 張沛婷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王甯潔

臺中市仁美國小 蔡宛芹

3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黑帶一段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頂埔國小 謝酉謙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芳妤
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 林宥彤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袁睿妤

臺中市建功國小 黎桔希

新北市泰山國小 朱海齡

臺北市老松國小 曾瑞瑤

臺南市小新國小 陳宣喬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梁榕軒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陳奕瑄

3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南投縣光華國小A 王緯程

臺北市龍安國小 劉真睿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劉家宇

新竹縣東安國小 鍾云昊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洪兆沅

基隆市深美國小 黃剴楨

臺南市五甲國小 江晟瑋

南投縣光華國小 謝博丞

臺中市大雅國小 李權祐

花蓮縣北昌國小 胡江威

南投縣光復國小 鄭亦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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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女子黑帶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天母國中 李洛妍/蔡侑靜/李沛泯
臺南市復興國中民德國中忠孝國中聯隊 曾詡涵/鄭皓予/鍾沁詠

新北市頭前國中 林怡婷/江祐慈/江悅慈

臺中市大華國中 賴儀瑄/張彤宇/曾馨萾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溫若婷/彭安瑜/陳姸恩

臺北市中山國中 黃馨慧/王楟閔/吳苡婕

新竹縣芎林國中 鍾羽昕/謝昀辰/彭品璇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恩/葉品淳/賈建寧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王羿涵/蔡語嫣/陳采穎

4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黑帶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芎林國中 莊秋平/劉育慈

臺中市大華國中 陳群祐/曾馨萾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施卓冶/陳敏慧

桃園市大有國中 邱筠媗/黃智捷

基隆市成功國中 林品言/謝宜妡

雲林縣莿桐國中 黃彥鈞/姚珮玲

宜蘭縣復興國中 羅婕婗/林子佑
高雄市文山國中鳳西國中聯隊 徐紹鈞/楊盂鳳

桃園市幸福國中 張妤安/施健愷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林宣綺/林則愷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陳采穎/楊亞諾

4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高色帶F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芎林國中 彭品璇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王涵榆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鄒子絃

苗栗縣頭份國中 陳鈺琪

新北市頭前國中 蔡依妗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黃詩琪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林紫瑩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裴嘉欣

雲林縣虎尾國中 王韶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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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一段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平鎮國中A 陳靖崴

嘉義縣義竹國中A 蔡湄涓

新北市北大高級中學 楊沐華

桃園市風林跆訓 蔡岳杉

彰化縣彰泰國中 陳昀彤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倢熒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廖堉婷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林宣綺

雲林縣莿桐國中 姚珮玲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館 邱泠溱

4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陳璿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A 沈芊雯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陳宜湘

新北市三峽國中B 曾品菱

新竹市培英國中 游喻芯

臺南市後甲國中 吳宥萱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江翊溱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李庭蓁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王佩慈

高雄市正興國中 林潔恩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宣棣

4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雙十國中A 賁心儀

臺北市弘道國中 黃子恩

臺北市中山國中 黃馨慧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溫若婷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溫婕甯

桃園市大園國中 江筑媗

新北市頭前國中 林宣彤

新北市三峽國中A 曾品嘉

臺中市大華國中 曾馨萾

桃園市經國國中 劉芮廷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徐禹莛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4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有國中 周弦諹

新竹縣芎林國中 莊秋平

新北市丹鳳高中 許光逸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 許祥瑋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李禹臣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睿家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蘇宥霖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A 吳玉琦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楊宸安

雲林縣莿桐國中 黃彥鈞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陳昊佑

4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吳丞凱

嘉義縣大林國中 黃郁展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施卓冶

臺中市大華國中 陳群祐

嘉義市蘭潭國中 謝承翰

臺北市百齡高中 周峻逸

新北市清水高中 翁德睿

桃園市幸福國中 施健愷

基隆市成功國中 水品淏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翁頡毅

桃園市大有國中 古尉廷

4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中興國中 施健安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林冠佑
臺中市北勢國中跆拳道社團 鄒嘉祐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張浩耕

臺北市敦化國中B 林皓漢

桃園市幸福國中 簡彣恩

基隆市成功國中 羅宇傑

新北市三峽國中 李穎承

彰化市彰泰國中 李榮栩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垠翔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劉冠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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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F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永平高中 張富翔

桃園市慈文國中 胡艾維

宜蘭縣復興國中 林子佑

桃園市幸福國中 鄭聖耀

基隆市成功國中 林品言

臺北市敦化國中A 曾宏澤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張子濂
臺中市北勢國中跆拳道社團 蔡育峯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秀岡校區 黃子軒

臺北市中山國中 楊翌豪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黃奕傑

4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礁溪國中 林詰叡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李梓鋐

彰化縣彰泰國中 劉瀚郙

嘉義市北興國中 王律喆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賴俊瑀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蘇鉑程

桃園市幸福國中 廖柏鑫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謝浩天

桃園市大崙國中 卓訓寬

高雄市鳳山國中 鄭宇豪

4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呂紹楷

臺南市歸仁國小 張瑋文

桃園市大華國小 陳威全

彰化縣員林國小 詹又丞

臺南市崇學國小 潘燦廷

安興國小A 李邦元

桃園市文山國小 李翊睿

桃園市慈文國小 林泓恩

臺北市勝利芝山道館 李皓忻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廖軍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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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曙光國民小學 邱威滕

臺北市龍安國小 王韋喆

桃園市中正國小 張宥翔

桃園市振翔跆訓 曾崴晟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陳俊浩

花蓮縣忠孝國小 許家維

嘉義市興安國小 陳郁翔

臺南市永福國小 何佾澂

臺北市博嘉實小 林家興

新竹市西門國民小學 鄭家安

4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D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彰化縣秀水國小 鄭宇鑫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A 林祐旬

新北市頂埔國小 林煒翔

花蓮縣明義國小 陳侑霆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浚毓

桃園市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彭梓竣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傅浩恩

高雄市中山國小 林靖宸

桃園市大業國小 鄭以承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陳冠亘

4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E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蔡易昇

新北市厚德國小 葉彥亨

桃園市東門國小 吳柏呈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凌品安

桃園市風林跆訓 鄭安佑

花蓮縣明禮國小 胡凱皓

高雄市文德國小 李嘉修

安興國小A 戴亨宇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陳炫邦

彰化縣和仁國小 黃品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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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男子黑帶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中山國中 范元愷/楊翌豪/詹玄浩

桃園市幸福國中 鄭聖耀/施健愷/廖御銨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許恩新/胡艾維/蔡子祺

桃園市大有國中 黃智捷/古尉廷/高資竣

桃園市幸福國中 廖柏鑫/莊鈞翔/簡彣恩

嘉義市北興國中 蔡宇巽/黃智/江皓
高雄市文山國中鳳山國中右昌國中聯隊 徐紹鈞/鄭宇豪/林偉哲

基隆市成功國中 林品言/水品淏/王柏瑞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李梓鋐/簡琮祐/謝忞祐

宜蘭縣復興國中 陳羿翰/林子佑/潘宥澄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睿家/劉宏飛/陳少尹

5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中黑帶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幸福國中 鄭聖耀/王宣棣

基隆市百福國中 張妮薰/劉醇瑾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詹前一/彭安瑜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徐禹莛/張詠熏

臺北市興雅國中 戴翊帆/鄭宇晞

宜蘭縣復興國中 鄭媜云/潘宥澄

桃園市大崙國中 梁芷甯/卓訓寬

基隆市成功國中 王柏瑞/周琬筑
新北市螢橋國中、福和國中聯隊A 辜理紗/邱宥鈞

宜蘭縣復興國中 張立學/嚴紹庭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簡琮祐/陳璿

5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吳耀恩

新北市土城國中 王崇安

雲林縣水林國中 柳顯宗

宜蘭縣順安國中 黃祥恩

雲林縣麥寮高中 黃奕豪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邱渝凱

南投縣延和國中 王和生

桃園市大園國中 游莆蒝

南投縣延和國中 黃家君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朱以澤

雲林縣水林國中 余信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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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園國中 劉業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李志仁

基隆市百福國中 任煜翔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黃至昊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洪宇哲

雲林縣水林國中 楊政燁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楊亞閔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柳柏勛

宜蘭縣順安國中 陳天霖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李松豫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羅煥傑

5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范鈞為

基隆市百福國中 林信佑

雲林縣褒忠國中 盧俊諺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李柏辰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呂益豪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A 毛昱鑫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陳威助

嘉義縣義竹國中A 蕭偉志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何理

桃園市大園國中 王文彥

5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張晉嘉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吳浤廷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王子維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林于辰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黃敬富

雲林縣虎尾國中 張閎鈞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詹鈞凱

宜蘭縣復興國中 高維澤

宜蘭縣復興國中 江泯徹

嘉義縣義竹國中B 蔡沅澄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5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嘉義縣大林國中 顏綺君

臺北市弘道國中 陳以恩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吳忻恩
臺中市北勢國中跆拳道社團 謝嘉錦

桃園市平鎮國中B 徐語婕

臺南市忠孝國中 鍾沁詠

臺北市弘道國中 吳宜璇

桃園市中壢國中 卓韋竹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林承恩

基隆市成功國中 余許芷荺

臺北市萬芳高中 廖韋媗

5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林則愷

花蓮縣花崗國中 林尚宏

彰化縣大同國中 黃聿愷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呂紘睿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周柏諭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李秉睿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羅仁泓

嘉義縣義竹國中A 蔡濬宇

新北市光榮國中 黃宥淇

桃園市幸福國中 莊鈞翔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楊亞諾

5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D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羅浚恆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黃祈恩

雲林縣麥寮高中 王佑任

桃園市幸福國中 曾呈恩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辰睿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朱佑鑫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蕭敏邑

桃園市永豐高中 黃釬竣

桃園市幸福國中 林宏晏

雲林縣虎尾國中 向真吾

嘉義縣東石國中 莊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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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E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莿桐國中 江少凱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游浩威

桃園市大園國中 李定宗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戴浚宇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謝忞祐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詹前一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朱天宇

桃園市幸福國中 廖御銨

臺北市龍門國中 唐睿廷

桃園市風林跆訓 林均祐

桃園市楊光國中小 余振輝

5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A 徐立杰

嘉義縣東石國中 黃柏源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宏飛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王廉博

桃園市平鎮國中A 楊德瀚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黃崇浩

臺南市安南國中 李佳宥

彰化縣彰泰國中 蔡宇皓

高雄市右昌國中 陳元得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羅銘宏

5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二段以上I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福山國中 陳冠霖

宜蘭縣復興國中 潘宥澄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邱榆瑞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李昱泓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許丞鋐

彰化縣彰泰國中 劉瀚郅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李政翰

桃園市文昌國中 許恩新

基隆市成功國中 王柏瑞

新竹市光華國民中學 顏誠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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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F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林沅紘

臺北市勝利芝山道館 劉哲瑋
雲林縣莿桐跆拳道訓練中心 翁子浩

臺中市大新國小 温子睿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馬秉硯

桃園市會稽國小 林夏希

花蓮縣北昌國小 簡可翔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吳玄甫

彰化縣員林國小 施  惟

臺北市葫蘆國小A 鄭淙懋

5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林禾硯

臺北市文化國小 蔡易辰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王承威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李仲凱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劉榮利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梁恒睿

高雄市屏山國小 周品寬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潘濬為

花蓮縣明義國小 張貽傑

新星國小A 陳濬哲

5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一段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仁武國小 陳奕璋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至毅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陳濬騰

臺中市大明國小 蔡名炫

彰化縣員林跆拳道總館 廖哲誼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彧堂

新北市炫武道館永和分館 蘇宥嘉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納韃.守也.八旗那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范顥瀚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薛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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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中男子黑帶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朱天宇/高山/蕭敏邑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張浩耕/張詠熏/李昱泓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賴俊瑀/翁頡毅/邱榆瑞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劉冠甫/黃奕傑/吳丞凱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蘇宥霖/王廉博/許丞鋐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林冠佑/施卓冶/陳昊佑

彰化縣彰泰國中 劉瀚郙/劉瀚郅/蔡宇皓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楊宸安/李旻淳/謝嵂博

桃園市大園國中 李定宗/林至偉/游莆蒝

桃園市幸福國中 王垠翔/林宏晏/曾呈恩

6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蘇珈汶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王忻琳
基隆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丁俐俐

臺南市關廟國中 江婕菱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鍾宥禾

宜蘭縣復興國中 尤雅芬

南投縣延和國中 伍玉琳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羅子儀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D 李雨倩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林佳昀

臺中市立新光國中 葉欣瑀

6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張欣詠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林佳盈

桃園市大園國中 潘葦琳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巴芷蕾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A 洪羽靜

雲林縣立宜梧國中 温雅雯

南投縣延和國中 王和鈺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蒲毓婷

苗栗縣興華高中 羅以晴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黃千芷

雲林縣立宜梧國中 鄭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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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黃郁茹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侯翡俽

嘉義縣義竹國中A 林怡婷

新北市私立崇光高級中學 高珮瑄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鍾侑庭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吳姿穎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沈佳蓁

嘉義縣義竹國中C 王奕淳

新北市光復國中 曾雅紜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温晨晞

宜蘭縣復興國中 劉育汝

6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毓甯

高雄市前金國中 林育瑤

宜蘭縣順安國中 林君穎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李昕芮

雲林縣虎尾國中 林妍均

南投縣延和國中 楊詒雯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A 吳惜惜

嘉義縣義竹國中B 翁萍慧

基隆市成功國中 陳育欣

苗栗縣建國國中 朱柔安

南投縣立延和國中 劉芊麗

6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J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A 姚思妤

桃園市幸福國中 賈建寧

彰化縣精誠中學國中部 蘇若雅

臺中市西區居仁國中C 吳靖晞

桃園市大有國中 邱筠媗

臺南市中山國中 陳嘉容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忻潔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黃子熒

桃園市大有國中 曾崡瑀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王羿涵

彰化市彰泰國中 嚴玟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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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女子黑帶二段以上K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瑞原國中 陳姸恩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國中A 何季庭

桃園市幸福國中 黃御芯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林芸溱

新北市永平高中 張瑜衿

宜蘭縣復興國中 鄭媜云

臺北市中山國中 吳苡婕

新北市三峽國中D 白芷庭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吳采㳖

新北市江翠國中 王寓湘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A 張以暄

6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F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霆宇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蘇承恩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 鄭宇恩

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李旻淳

彰化縣大同國中 汪立峰

雲林縣虎尾國中 張富鈞

桃園市經國國中 施子期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陳裕恩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陳威宏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高歆祐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 衣廷恩

6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G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百福國中 翁森堯

桃園市大園國中 林至偉

雲林縣虎尾國中 葉子稑

高雄市鼎金國中 辜聖凱
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葉羿寬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陳品豪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詹文顯

新北市三和國中 謝宗晏

花蓮縣花崗國中 王泓鈞

臺北市弘道國中A 張孟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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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中男子黑帶一段H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A 吳家鈞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劉軒成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又齊

雲林縣虎尾國中 廖廷軒

臺北市興雅國中 鄭宇晞

高雄市立旗山國中 薛詠澤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張詠熏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黃邦特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林立凱

高雄市青年國中 林秉融

6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東門國小 羅友彤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李榮朔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 張顥騰

南投縣光華國小A 林承愷
嘉義縣鈞傑跆拳道訓練中心 呂承翰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崴珹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葳勝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謝易埕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B 余晨睿

桃園市青溪國小 韋晨羲

6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張玄宥

臺北市百齡國小 陳品嘉

桃園市頭洲國小 張耀主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吳東昊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和家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黃品叡

新北市義學國小 金家樂

桃園市興國國小 李京烜

臺北市蘭雅國小 鄭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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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歸南國小 洪健翔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祈風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A 石峻愷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林廷翰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趙彥豪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陳哲洋

桃園市文山國小 江晟睿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沈侑誠

臺中市四張犁國小 雷宥森

6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D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新興國小 陳凱傑

臺北市百齡國小 侯稟呈

臺南市龍崎國小 康耿豪

新竹縣竹仁國小 黃丞漢

新北市昌平國小A 廖柏禹

臺北市長春國小A 劉恩睿

桃園市新屋國小A 劉博政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A 陳品捷

臺南市仁德國小 黃德勝

6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1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龍安國小 黃雋哲

臺中市仁愛國小 賴皓群

臺北市百齡國小 陳知謙

臺南市海佃國小 鄭承南

桃園市慈文國小 黃文聖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A 黃怡睿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林庭宇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睿祐

桃園市大業國小 林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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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E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龍安國小 黃雋哲

臺中市仁愛國小 賴皓群

臺北市百齡國小 陳知謙

臺南市海佃國小 鄭承南

桃園市慈文國小 黃文聖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A 黃怡睿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林庭宇

臺中市軍功國小 張睿祐

桃園市大業國小 林軒毅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代號 組別 人數

101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1-3年級)

組
8 201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4-6年級)A

組
10 301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4-6年級)B

組
9 401

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1-3年級)

組
11 501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4-6年級)A

組
8 601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1-3年級)

組
2

102
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A

組
9 202

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B

組
9 302

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C

組
9 402

團體三人國小男子黑帶(4-6年級)

組
12 502

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4-6年級)B

組
8 602 雙人國小黑帶(1-3年級)組 3

103 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A組 8 203 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B組 8 303 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C組 7 403 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A組 9 503 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B組 9 603 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C組 9

104 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A組 11 204 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B組 11 304 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C組 11 404 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D組 11

105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

(5~8級)
10 205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

(5~8級)
10 305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

(5~8級)
10 405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

(5~8級)
11 504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G組

(5~8級)
10 604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

(5~8級)
11

106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

(5~8級)
10 206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

(5~8級)
10 306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

(5~8級)
10 406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

(5~8級)
11 505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H組

(5~8級)
10 60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

(5~8級)
10

107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

(5~8級)
9 207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

(5~8級)
10 307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

(5~8級)
10 407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

(5~8級)
11 506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

(5~8級)
10 606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

(5~8級)
10

108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

(5~8級)
9 208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

(5~8級)
10 308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

(5~8級)
10 408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

(5~8級)
11 507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

(5~8級)
10 607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

(5~8級)
10

109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

(5~8級)
9 209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

(5~8級)
10 309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

(5~8級)
10 409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

(5~8級)
11 508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

(5~8級)
10 608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

(5~8級)
10

110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F組

(5~8級)
9 210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G組

(5~8級)
10 310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F組

(5~8級)
10 410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

(5~8級)
11 509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

(5~8級)
10 609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

(5~8級)
10

111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

(5~8級)
11 211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H組

(5~8級)
10 311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G組

(5~8級)
9 411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H組

(1~4級)
9 510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

(5~8級)
10 610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黑帶一段組 4

112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

(1~4級)
10 212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

(1~4級)
11 312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

(1~4級)
10 412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I組

(1~4級)
9 511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黑帶一段組 5 611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K組

(1~4級)
9

113
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

(1~4級)
10 213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

(1~4級)
10 313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

(1~4級)
10 413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J組

(1~4級)
9 512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組
2 612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L組

(1~4級)
9

114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

(1~4級)
11 214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C組

(1~4級)
10 314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

(1~4級)
10 414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A組 11 513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

(1~4級)
11 613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

A組
7

115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

(1~4級)
11 215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D組

(1~4級)
10 315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D組

(1~4級)
10 415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B組 10 514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

(1~4級)
10 614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

B組
6

116
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

(1~4級)
11 216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E組

(1~4級)
10 316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E組

(1~4級)
10 416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C組 10 515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

(1~4級)
10 615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A組
7

117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A組 10 217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F組

(1~4級)
10 317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F組

(1~4級)
10 417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D組 10 516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D組

(1~4級)
10 616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

B組
6

118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B組 9 218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G組

(1~4級)
10 318

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G組

(1~4級)
10 517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E組

(1~4級)
10 617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

(1~4級)
11

119 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C組 9 518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F組

(1~4級)
10 618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

(1~4級)
11

519
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G組

(1~4級)
10 619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C組

(1~4級)
11

620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D組

(1~4級)
11

621
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E組

(1~4級)
11

184 179 175 177 173 178比賽人數

第一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第五場地 第六場地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第四天賽程(11/6)_品勢出場順序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比賽人數

第二場地

比賽人數



11/6

品勢

第四天賽程

第一場地



籤號

1

2

3

4

5

6

7

8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張昕霖/黃弈勳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林辰勳/戴宥榛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寶仁國小聯隊 江孟旬/翁菀妤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恬雅/廖先煜

雲林縣元長國小 陳宇騰/吳亭儀

花蓮縣家承道館 陳彥宇/鄭子晴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黃玟芯/江毓森

基隆市 林昍霓/戴辰哲

1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A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雲林縣元長國小褒忠國小 吳亞叡/陳有琦/蔡弦祐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周彥勳/許嘉文/葉珉睿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許丞樂/魏靳昂/廖泓碩

桃園市同安國小 林維杉/曾翔宥/黃鈺誠

基隆市五堵國小 蔡曜宇/葉祐存/李品睿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韋聿宸/李宗庭/謝雨航

高雄市聯隊 黃庠睿/王紹綸/顏宇政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邱康睿/劉宥呈/黃楷裕

基隆市長興國小 張盛勳/蔡淳逸/李冠陞

1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A組 比賽人數：9人

桃園市大業國小 羅若僖/簡薇妮/黃宇芯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穎琦/林巧晶/陳孟詩

高雄市瑞興國小 王亞琁/張語玹/黃芊樺

臺中市青年道館水湳館 姚林林/向芸萱/楊書維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盧思羽/張巧妤/朱茜穎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李愛琳/楊語芯/劉黎兒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羿璇/洪同郁/黃恬雅

1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1-3年級)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天中跆訓 鄭羽希/謝蕎伊/盧柏蓁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雄市瑞興國小 黃芊樺

桃園市埔心國小 黃以蘋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莉丹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洪同郁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李芷晴

宜蘭縣光復國小 謝佳妡

高雄市中山國小 鍾可芯

臺北市復興國小A 史羽希

基隆市長興國小C 許恩瑜

桃園市頭洲國小 徐佳玲

1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劉沛喬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李函霓

彰化市南郭國小A 辛芝妍

桃園市立大同國小 何昆倪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曾奕萱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周妍禎

高雄市中正國小 夏雨薇

宜蘭縣員山國小 張涵矞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漢威道館 邱禹僑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昀容

彰化縣民生國小 黃祈睿/陳萱芸

1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許凱瑜/吳承哲

基隆市 余裕緯/吳承燕

花蓮縣志學國小 周彥勳/羅子珺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巧沅/戴辰諺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昊臻/陳喬瑜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呂芊慧/葉與丞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劉映妘/劉峻瑜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陳立玲/江翊彰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葉子皞/王曉希

1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A組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張瀚允/許晴媗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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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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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高雄市福山國小 陳芊月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莉予

臺南市歸仁國小 鄭瑩萱

臺中市陳平國小 楊書維

桃園市莒光跆拳訓練站 蕭力岑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連語慕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穎琦

彰化縣員林國小 許梵涔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何岱紜

1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沈睿佳

臺中市大鵬國小 姚林林

桃園市大業國小 林思彤

臺北市木柵國小A 黃梓妍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潘芸臻

花蓮縣復興國小 鄭子晴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王榆婷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莒光跆拳訓練站 張以和

臺中市大雅國小 林巧晶

1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9人

基隆市東信國小 陳可芩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芷盈

臺中市新社國小 徐嘉彤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孟詩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A 王芃之

臺北市五常國小 何知彌

雲林縣褒忠國小 蔡尹瑂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白效儒

1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張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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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北市百齡國小 吳品璇

臺北市木柵國小 李芷苓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丁妍榛

新北市大同國小A 陳昕彤

高雄市瑞興國小 王亞琁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李愛琳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洪琂菲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黃玟芯

臺中市松竹國小 王可靚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劉黎兒

1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埔國小A 彭宥皓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劉議文

桃園市大業國小 曾裕智

基隆市五堵國小 郭馳英

桃園市國小 葉子睿

臺中市大雅國小 涂嘉賢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黃柏翔

花蓮縣志學國小 羅士豪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廖宥嘉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陳聖尹

臺中市神岡神龍跆拳道館 陳和謙

1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彰化縣育英國小 邱可曦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葉律君

臺中市立人國小 劉苡融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羿妘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戴宥榛

臺北市三玉國小 黃侑潔

臺南市歸仁國小 陳子晴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鄧明蔚

1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低色帶F組(5~8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文化國小 蔡侑晏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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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王奕森

高雄市新上國小 邱禹叡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民族分館) 高定煒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池宸葳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林辰朔

臺中市大鵬國小 楊翔鑠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王得福

桃園市大業國小 胡高原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高楀翔

桃園市大有國小 范以卓

高雄市中山國小 朱仕誠

1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楊勝名

南投縣嘉和國小 陳信安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朱羽安

高雄市藍田道館 陳彥錡

花蓮縣明義國小 陳彥宇

寶石國小A 姜皓翔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許廷彰

臺中市重慶國小 陳予樂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江孟丞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八斗國小 曾得倫

新北市新莊國小 鄭聿翔

1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陳時曦
高雄市震高跆拳道訓練中心A 郭軒蓉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上官哲云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楊語芯

臺中市仁愛國小 蔡薏妍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黃若珈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A 吳芃瑩

基隆市中興國小 林昍霓

高雄市文山國小 黃筑暄

1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寶仁國小 翁菀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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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頭洲國小 張敏煊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邱渝涵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塏宸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吳芃萱

臺中市陳平國小 王夏曄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洪言宓

彰化縣聯興國小 何思霈

臺北市百齡國小 吳品橦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賴羽珮

11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志學國小 楊琳涵

苗栗縣立銅鑼國小 黃若庭

桃園市中壢國小 宋程晏

南投縣光華國小A 蕭宜琳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 林芯妤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巫若瑀

新竹市民富國民小學A 茹宥霏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趙禹昕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小新國小 陳亭安

高雄市正興國小 柯又睿

臺中市吳氏道舘 陳唯浩

1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0人

高雄市中山國小 陳昀昊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黃弈勳

高雄市五權國小 林鶴軒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黃昱諺

臺中市大鵬國小 蔡承佑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 張浩威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江孟旬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賴杰昕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張逸程

1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忠孝國小 林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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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文化國小 劉庭瑄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 張韻萱

新竹縣竹北國小 莊芝瑜

花蓮縣北昌國小 黃羽菲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廖予荷

臺南市永福國小 何品諭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 黃芷萱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吳亭誼

11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碧華國小 蘇于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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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劉奕萱/陳佩秢

苗栗縣 蔡依珊/涂詠丞

桃園市大業國小 吳偉誠/羅若僖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何岱紜/王柏凱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彥秀/王柏瑜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朱宸希/徐暐閔

臺中市大雅國小 涂嘉賢/陳穎琦

2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B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羿璇/李至詠

花蓮縣明廉國小 陳宥全/譚丞劭/陳澔恩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徐詳皓/林子宸/陳源泓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徐立晏/黃梓齊/廖昱翔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孫震霖/吳承哲/江翊彰

基隆市五堵國小 楊辰勛/黃東亮/黃錦昌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林維恩/吳澤寬/鄧明瀚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張軒旗/賴承昕/沈沅勳

基隆市 鄭羽安/余至奕/余裕緯

桃園市大業國小 白光弘/曹宸瑞/洪紹喆

2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志學國小 羅子珺/史珮潁/周孟潔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韋彤/陳晨瑜/陳喬瑜

苗栗縣 何侑璇/何侑庭/蔡依珊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王羿晨/洪慈茵/鄭依慈

新竹縣赫跆拳芎林舘 根亞菲/根亞萁/彭品睿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朱儀婷/陳立玲/許凱瑜

桃園市忠孝道館 宋程晏/劉庭瑄/張敏煊

基隆市 吳又又/黃家莘/吳承燕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A 林雨艾/茹宥霏/洪梓翎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可晨/溫巧沅/溫巧沂

2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4-6年級)A組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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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郭適安

新北市吉慶國小 陳冠楷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小A 謝昕翔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許廷守

苗栗縣尖山國小 何孟峯

花蓮縣明禮國小 葉珉智

臺北市龍安國小 周定喆

桃園市同德國小 黃菩緹

新北市文聖國小 林寬宇

2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志學國小 林毅宸

桃園市大業國小 張立新

桃園市頭洲國小 鈕繼本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呂宸樂

新北市頭前國小 張善鈞

桃園市東門國小 陳杰霆
臺中市英雄跆拳道訓練中心 林辰勳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A 陳柏丞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王柏瑜

新北市沙崙國小A 林家駒

彰化縣大成國小 陳昱廷

2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余至奕/李詩嶠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張幃涵/王靖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陳怡嵐/陳彥旭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朱儀婷/孫震霖

新北市厚德國小 黃煒傑/張欣雅

新竹縣赫跆拳運動舘 李樂兒/黃郁惀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A 卓羽恩/林松慶

苗栗縣 何侑璇/黃晧哲

花蓮縣明廉國小 陳宥全/林元熙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涂珺淳/李柏縉

新竹縣赫跆拳運動舘 鍾宥岑/葉上銘

2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B組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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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木柵國小 林宥喆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呂唯易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柴宥安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翁佑華

桃園市東門國小 黃宇平

臺中市社口國小 何奇

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小學部)A 盧彥宇

基隆市復興國小 歐俊寬

桃園市中壢國中 鄧傑文

2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駿昊

花蓮縣忠孝國小 陳定謙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賴威同

新竹縣十興國小 黃日揚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徐翊程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A 賴宥廷

基隆市暖暖國小 黃宸宇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陳佑旻

桃園市快樂國小 邱奕嘉

苗栗縣新南國小 趙千睿

臺北市萬芳國小 鄭鈞傑

2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馮奕瑞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王柏凱

桃園市大業國小 蔡佰江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何柏叡

新埔國小A 陳樟境

基隆市五堵國小 王禹炎

桃園市中壢國中 吳允呈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許書愷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瑞亭國小 施肇青

高雄市藍田道館 謝秉鑫

2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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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臺中市忠孝國小 廖蕎偵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A 吳苡瑄

彰化縣員林國小 賴承妍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陳佩秢

臺中市大雅國小 王若宇

新竹縣竹仁國小 金詠晴

高雄市中山國小 朱安晴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晨瑜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朱羽晴

新竹市民富國民小學A 陳筠杺

2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新興國際中小學 林芯悟

嘉義市精忠國小 郭叡佑

嘉義市港坪國小 賀楷耘

臺南市進學國小 吳詠荃

桃園市大業國小 田侑叡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鄭亦宸

苗栗縣建國國小 徐宇幸

臺中市仁愛國小 廖家彥

桃園市東門國小 黃軒平

臺北市木柵國小A 卓逸安

臺中市北區育仁國小A 陳韋安

2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H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王睿霖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呂宸寬

桃園市埔心國小 游浩宇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蔡承祐

臺中市立人國小 劉宸恩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郭晃辰

基隆市長興國小 葉大方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洪俊塏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文化國小 陳弘廷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周郁翔

2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低色帶G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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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陳立玲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劉奕萱

彰化縣大成國小 王湘綺

基隆市中興國小 楊涴羽

臺中市吳氏道舘 杜宛倪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靖昕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張昕霖

花蓮縣志學國小 羅子珺

高雄市藍田道館 劉芸而

2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D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黎明國小 陳彥菊

新竹縣芎林國小 鍾羽柔

彰化縣民生國小 陳萱芸

新竹縣興隆國小 鄭宇岑

高雄市藍田道館 許紹榆

宜蘭縣中山國小 陳羿甄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劉映妘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黃思璇

臺南市開元國小 陳玨縈

彰化縣靜修國小 黃聿歆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喬瑜

2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彰化縣大成國小 陳昱杏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A 林夏安

新竹縣光明國小 錢芳唯

臺中市仁愛國小 向芸萱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彥秀

基隆市信義國小 李芃葳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林郁庭

臺北市葫蘆國小A 楊睿彤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勝利敦化道館 陳尹忻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黃沛羽

2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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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葳格國小 謝采縈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薛筠筠

花蓮縣宜昌國小 廖怡宣

基隆市深美國小 王羽喬

臺中市四張犁國小 雷舒亞

臺北市文化國小 蔡侑恩

臺南市東光國小 吳芯焴

彰化縣線西國小 黃桂美

新竹縣芎林國小 江雨珊

21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G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明廉國小 林元熙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陳禹彤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許凱瑜

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杜俐誼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劉羽喬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廖妍憙

臺北市葫蘆國小A 黃采涵

南投縣嘉和國小 張友榕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黃梓晴

桃園市振翔跆訓 秦羽樂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郭亭妤

2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F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志學國小 史珮潁

臺中市仁美國小 莊子晴

新北市厚德國小 張欣雅

新竹縣光明國小 李樂兒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劉晴晴

宜蘭縣新生國小 賴雨彤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庭語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朱儀婷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江羽婕

臺中市大雅國小 陳韋彤

2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高色帶E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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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洪同郁/林雍晉

臺中市立人國小 劉宸恩/劉苡融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王榆婷/許書愷

基隆市復興國小 洪睿遠/劉芊瑩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駿昊/林巧晶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廖妍憙/魏煖翱

3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1-3年級)C組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黃菩緹/廖婕妤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林子瑋/邱  興/鄭宇傑

基隆市暖暖國小 林立崴/周棋東/羅立凱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葉與丞/鐘承緯/莊睿程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賴宇哲/王家岳/邱繼禾

新竹縣赫跆拳運動舘 周顯庭/黃郁惀/葉上銘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龔于硯/洪紹棋/張赫

基隆市五堵國小 李威延/劉沅樵/吳宬宥

桃園市大業國小 高政毅/翁嘉呈/李柏縉

苗栗縣 黎光喆/黃晧哲/涂詠丞

3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4-6年級)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王紫綾/王曉希/江羽婕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曾馨卉/劉芊妤/黃于恩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陳羿甄/郭淨芫/賴雨彤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廖怡宣/林元熙/林芝羽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婕宇/高宣琳/鄭又瑀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黃郁秝/丁子容/胡巧昀

基隆市信義國小 周紫晏/李芃葳/林侑妡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光明國小 李樂兒/林樂妤/鍾宥岑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蘇三惠/黃羽辰/薛芷昀

3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色帶(4-6年級)B組 比賽人數：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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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瑞豐國小 李心柔

基隆市五堵國小 廖語彤

桃園市大業國小 黃宇芯

臺中市新社國小 張瑞庭

臺南市忠義國小 劉采穎

花蓮縣明廉國小 葉妍秀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劉亦璇

高雄市文山國小 張語玹

苗栗縣竹南國小 陳叡妍

3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謝昀芩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A 楊宇晴

臺北市木柵國小A 卓羽恩

臺南市仁德國小 黃芳琦

彰化縣文德國小 邱愈懷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恬雅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朱茜穎

基隆市長興國小C 廖怡臻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吳沚芯

臺北市士東國小 盧柏蓁

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卓希芮

3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可晨/劉克言

基隆市信義國小 胡恩銜/林侑妡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謝淑媛/蔡昀燁

臺中市大雅國小 張宸誌/陳晨瑜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錦昌/廖語彤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林子瑋/鄭恩熙

苗栗縣 何侑庭/黎光喆

基隆市中興國小 楊涴羽/施冠銓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劉亦璇/韋聿宸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黃于恩/鄭宇傑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黃思璇/魏靳昂

3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C組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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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志學國小 周孟潔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館 王嘉妤

臺南市文化國小 陳婕瑜

花蓮縣明義國小 徐沛辰

苗栗縣新南國小 趙畇喬

雲林縣元長國小 吳亭儀

臺北市文化國小 吳詠錡

基隆市暖暖國小 魏苡卉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徐翊甄

3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立楊心國小 涂芷蜜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羿璇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A 蘇玧珍

桃園市同安國小 廖婕妤

臺中市吳氏道舘 賀宥妮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張巧妤

宜蘭縣新生國小 簡妤芮

高雄市騰宏道舘 陳品涵

基隆市深澳國小A 吳承燕

臺北市政大實小 曾安騏

苗栗縣尖山國小 何侑庭

3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簡薇妮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梓伊

苗栗縣照南國小 蔡依珊

臺北市三玉國小 謝蕎伊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曾詣澄

基隆市長興國小 蔡珮恩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李苡禎

屏東縣望嘉國小 連岑琋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朱宸希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盧思羽

3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苗栗縣立銅鑼國小 嚴唯恩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許丞樂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黃仁宥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李元辰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陳俊諺

臺北市葫蘆國小B 范亮邦

彰化縣員林國小 徐茂銓

臺南市寶仁國小 翁愷謙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宥忻

3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張軒旗

高雄市鹽埕國小 林思瑄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曾馨卉

枋寮國小A 劉巧兒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高允霏

臺中市吳氏道舘 賀紫嫣

高雄市復興國小 應沐恩

苗栗縣六合國小 藍鈺甯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A 陳庭萱

桃園市大業國小 羅若僖

3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G組(5~8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曾品瑄

臺中市新社國小 劉吟瑩

臺北市再興國小A 鄧家欣

桃園市立大同國小 傅亭瑄

臺北市華興小學 鄭羽希

基隆市復興國小 劉芊瑩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李詩嶠

屏東縣望嘉國小 趙芷葇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鄭又瑀

宜蘭縣黎明國小 鄭靖蓉

3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低色帶F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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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中山國小 林彥翔

高雄市瑞興國小 陳鑫

花蓮縣明禮國小 胡凱翔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楊禮安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鍾凱全

新竹縣竹北國小 洪孟奇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林雍晉

新星國小A 沈信村

新竹市建功國小 黃郁惀

3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D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邱康睿

高雄市藍田道館 申承諺

雲林縣莿桐跆拳道訓練中心A 王襄奇

基隆市中興國小 施冠銓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張赫

臺北市立公館國小 謝承澔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朱雲平

彰化縣靜修國小 張元暢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孫震霖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克言

新北市丹鳳跆拳道館 鄧仁昱

3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魏靳昂

新竹市載熙國小 陳韋呈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張紘誌

桃園市大業國小 吳偉誠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龔于硯

桃園市大業國小 翁嘉呈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洪士恩

臺北市大同國小 翁紹騰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蔡睿洋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許明哲

3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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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葳格國小 張寶霖

彰化縣民生國小 黃祈睿

臺北市蘭雅國小 鄭宇博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江翊彰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林辰諺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陳星宇

新竹縣東興國小 周顯庭

高雄市民逸跆訓 王柏菖

花蓮縣明義國小 里安.巴奈

31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G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簡瀚威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洪丞又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洪紹棋

彰化縣泰和國小 李沐謙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嚴宗甫

臺中市大坑國小 張子軒

新竹縣竹仁國小 郭哲宇

宜蘭縣凱旋國小 盧霆諺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賴承昕

高雄市藍田道館 曾霆洧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葉子皞

3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F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厚德國小 邵煜凱

臺南市億載國小 李宥綸

桃園市大業國小 黃楷裕

臺中市大雅國小 吳昊臻

桃園市大業國小 曹宸瑞

花蓮縣明廉國小 陳宥全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卓暐橙

基隆市信義國小 胡恩銜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許晨郁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吳冠賢

3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E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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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仁愛國小 賴皓群/李佳欣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李承諺/蔡子恩

新北市大豐國小新店國小聯隊 林芯妤/曹明洋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鄭又瑀/蔡宇恆
桃園市青溪國小有得雙語中小學聯隊 韋晨羲/潘采媞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胡凱皓/楊琳涵

臺北市文化國小 蔡易辰/蔡侑恩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A 林雨艾/陳品捷

4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A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龍安國小、東湖國小聯隊 王韋喆/黃裴瑄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陳侑霆/納韃.守也.八旗那/陳哲洋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克言/戴辰諺/鄭安佑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東門國小 李承卓/羅友彤/李丞皓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宇恆/張齊/王泓鈞

臺中市盛謙跆拳道館 林禾硯/陳濬騰/洪兆沅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李承諺/黃文聖/林泓恩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沈侑誠/蔡和家/張崴翔

桃園市大業國小 鄭以承/林軒毅/陳睿恩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連承皓/潘壹/陳亞迪

桃園市會稽青溪有得雙語中小學聯隊潘濬為/林夏希/韋晨羲

桃園市菁英跆拳道館 陳威全/李翊睿/吳柏呈

新北市頂埔國小 劉恩睿/林煒翔/李冠霆

4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男子黑帶(4-6年級)組 比賽人數：1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林雍晉/李至詠/廖先煜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開元國小聯隊 江孟旬/江孟丞/陳玨綸

基隆市復興國小 歐俊寬/唐煒翔/王翊凱

基隆市五堵國小 宋青禾/王宥棋/吳丞軒

桃園市東門國小 黃軒平/陳杰霆/黃宇平

花蓮縣家承道館 林祈凡/陳彥宇/陳定謙

苗栗縣勇德跆拳道 徐宇幸/日宥紳/趙千睿

桃園市大業國小 簡瀚威/胡高原/吳偉誠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梁靖邦/江毓森/陳俊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五堵國小 劉政寰/王鑫堯/王禹炎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鄭亦宸/徐翊程/許書愷

4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男子色帶(1-3年級)組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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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桃園市大業國小 江睿騏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黃東允

臺北市武翰跆拳道館A 黃恩予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林柏任

基隆市五堵國小 劉政寰

桃園市頭洲國小 賴繼宇

基隆市華興國小 林宥希

基隆市五堵國小 李威延

臺北市木柵國小 林松慶

苗栗縣竹南國小 黃祺家

4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民小學 陳宥學

屏東縣望嘉國小 陸辰昊

新竹縣十興國小 黃子玹

基隆市復興國小 洪睿遠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徐暐閔

新埔國小A 彭宥翔

基隆市五堵國小 吳丞軒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李詠睿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蘇宥嘉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廖鵬硯

苗栗縣信義國小 張允晏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李韋志

4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葉珉睿/林芝羽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胡巧昀/蘇宥嘉

新竹縣赫跆拳運動舘 林樂妤/周顯庭

基隆市暖暖國小 魏苡卉/林立崴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曾馨卉/邱  興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謝依晴/吳澤寬

臺南市寶仁國小開元國小聯隊 陳玨縈/翁愷謙

基隆市瑪陵國小A 吳又又/鄭羽安

桃園市同心跆拳道舘 黃梓齊/曾品瑄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太極三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黃嘉興/徐沛辰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胡世典/黃郁秝

4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色帶(4-6年級)D組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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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雄市新莊國小 薛兆洋

臺中市三和國小 陳柏彣

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楊本立

基隆市五堵國小 李宥宸

臺南市崇學國小 連震東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啟綸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余青諺

花蓮縣明廉國小 許正澔

高雄市愛群國小 陳又榳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小A 廖彧楷

4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蔡呈揚

桃園市頭洲國小 歐博恩

苗栗縣后庄國小 日宥紳

基隆市五堵國小 宋青禾

雲林縣元長國小 陳宇騰

基隆市復興國小 唐煒翔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余城鋒

桃園市五權國小 王羿澄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洪浚嘉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陳瑋詳

臺北市永建國小 王悌權

花蓮縣明廉國小 譚丞劭

4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苗栗縣建國國小 湯立行

桃園市青埔國小 邱彥碩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吳秉喆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廖先煜

基隆市五堵國小 王鑫堯

基隆市長興國小 李冠陞

苗栗縣后庄國小 林聖翰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A 陳璿臣

臺南市立人國小 潘昱誌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林稟晏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林宥縉

4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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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梁靖邦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陳緯恩

高雄市震高跆拳道訓練中心A 薛貫鈞

臺中市吳氏道舘 張鈞硯

臺北市萬芳國小 陳冠甫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吳承哲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鄧明瀚

桃園市大業國小 洪紹喆

4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I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齊

嘉義市博愛國小 陳岳霆

新竹市東門國小A 李昀儒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館 莊岳勳

基隆市信義國小 戴辰哲

高雄市文山國小 黃筑祥

臺中市吳氏道舘 許玶碩

臺北市百齡國小 楊昕澐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劉峻瑜

桃園市大業國小 白光弘

4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H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昱楓

桃園市莒光跆拳訓練站 蕭礽瑾

基隆市五堵國小 王宥棋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小 賴俊穎

花蓮縣明廉國小 陳澔恩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柯承昊

桃園市大業國小 涂珺喆

臺中市大雅跆錚跆拳道館 楊珺宇

苗栗縣尖山國小 涂詠丞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錦昌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A 彭鉅凱

4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5~8級) 比賽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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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業國小 陳睿恩

嘉義市崇文國小 李暐翔

臺北市東門國小 李丞皓

彰化縣秀水國小 鄭宇恩

新北市頂埔國小 劉恩睿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泓鈞

新北市厚德國小 林彥辰

臺中市仁愛國小 方楊其昌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呂元翔

4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B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南投縣光華國小A 謝曜丞

臺北市國語實小 林佳鴻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王培繹

臺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耿定宇

新竹市東門國小 蘇昱渝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上官哲昕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曹明洋

嘉義市崇文國小 胡家銨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郭祈顯

新竹縣博愛國小 曾廷樺

彰化縣中山國小 王中彥

4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A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魏煖翱

新北市厚德國小 黃煒傑

高雄市明宗國小 趙峻廷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江毓森

臺中市軍功國小 陳竑旭

臺中市立人國小 柯裕謙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鄭宇傑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師大跆拳道館 廖泓碩

桃園市大業國小 劉宥呈

4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J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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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唐唯綸

屏東縣望嘉國小 潘壹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宇恆

臺中市惠來國小 韓詠旭

嘉義市崇文國小 李睿洋

桃園市振翔跆訓 魏博承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張兆鑫

新埔國小A 林宥皓

新北市頂埔國小 李冠霆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陳彥凱

4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D組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黃定柏

南投縣康壽國小 翁孝懿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王柏鈞

嘉義市崇文國小 李濬宇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尋風

嘉義縣鈞傑跆拳道訓練中心 侯詠恩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陳泓鈞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陳炫燁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范哲綸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楊博安

4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一段C組 比賽人數：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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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鍾采妘/黃剴楨
新北市雙城國小安坑國小聯隊 張韻萱/范哲綸

宜蘭縣黎明國小 陳彥菊/陳彥同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陳哲洋/楊詠晴

桃園市菁英跆拳道館 呂璟辰/江晟睿

新北市頂埔國小 謝酉謙/劉恩睿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郭祈風/蘇鉑涵

臺中市大雅國小 李權祐/吳翊禎

新北市三重跆促 陳彥嘉/陳又溱

5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B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仁愛國小 蔡易芸/李佳欣/黃紫甯

臺中市大雅國小 黃靖恩/吳翊禎/廖宥晴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蔡亞忻/蔡惟恩/李安卓

臺中市青年道館水湳館 王夏曄/蔡宛芹/柯祈暄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國語實小 廖予荷/吳芃萱/林佳璇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黃羽菲/楊詠晴/楊琳涵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訓強跆拳道館 曾瑞瑤/卓芮安/徐鎵恩

宜蘭縣強生跆拳道館 吳柔鈺/許晴媗/沈羽瞳

5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4-6年級)B組 比賽人數：8人

臺北市龍安、銘傳、東湖國小聯隊 黃裴瑄/林安紜/吳芳妤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汪奕潔/尤語婕/吳昀潔

臺中市青年跆拳道館 張喻媃/劉宥岑/呂品儀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吳映嫻/洪言宓/吳亭誼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湘晴/唐子喬/陳子琦

桃園市中山國小 王蔓璟/鍾昀芯/李玉琪

新竹縣忠誠跆拳道總館 范盈將/謝宇喬/莊芝瑜

5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4-6年級)A組 比賽人數：8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川原跆拳道 王湘瑜/江語涵/陳奕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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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苗栗縣新南國小 黃邦甯

桃園市立楊心國小 涂芷綾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陳怡嵐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姚語瑄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胡巧昀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陳鈺臻

高雄市龍華國小 劉亭希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黃郁秝

苗栗縣后庄國小 曾星循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蘇三惠

5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中壢國中 葉承彧

花蓮縣北昌國小 温恩宥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韋聿宸

高雄市龍華國小 陳宥睿

基隆市五堵國小 劉沅樵

基隆市瑪陵國小A 佐藤大幸

桃園市成功國小 廖沛旭

新竹縣禾心跆拳道館 李宸昊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謝竣安
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 陳韋翰

5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H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高雄市新興國民小學 李致頤

基隆市復興國小 王翊凱

基隆市暖暖國小 林立崴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翁宥勳

宜蘭縣新生國小 李展亦

桃園市立楊心國小 梁國宸

安興國小A 陳晏傑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沈沅勳

桃園市風林跆訓 陳容偵

5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低色帶G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葉德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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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謝依晴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鄭恩熙

新北市文聖國小 林岑瑜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陸璿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薛芷昀
基隆市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民小學A 蔡知頤

桃園市龍安國小 鄭羽喬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丁子容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謝昀珍

高雄市福山國小 陳芊澐

5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 施妍蓁

高雄市中山國小 徐若玲

臺北市百齡國小 吳沛晴

苗栗縣尖山國小 何侑璇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蔡岱恩

苗栗縣信義國小 李晨卉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鄭依慈

雲林縣立水燦林國小 洪妤萱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屏東縣望嘉國小 邱意涵

高雄市正興國小 吳嘉齊

5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基隆市瑪陵國小A 吳又又

屏東縣望嘉國小 沈亦涵

苗栗縣照南國小 黃依仁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劉珈安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高宣琳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王瀠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周郁軒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巧沅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黃羽辰

5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北昌國小 黃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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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文昌國小 呂祐呈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邱士恆

5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組 比賽人數：2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竹北國小 莊哲維

高雄市勝利國小 羅立翔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林宥廷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市民富國民小學 楊汸豫

臺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李彥宏

5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男子黑帶一段組 比賽人數：5人

臺中市仁美國小 郭彗敏

臺北市木柵國小 林彥彤

宜蘭縣黎明國小 李沛娟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謝喬衣

臺南市慈濟國小 陳律蓁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詹宛靜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劉芊妤

基隆市瑪陵國小A 曾習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婕宇

5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厚德國小 蔡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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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桃園市新興國小 徐立晏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徐詳皓

基隆市五堵國小 李品睿

宜蘭縣黎明國小 張瀚允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黃彥綱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張詠雄
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 王俊尹

屏東縣望嘉國小 李宇恩

桃園市風林跆訓 戴辰諺

基隆市五堵國小 楊辰勛

5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桃園市大業國小 李柏縉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戴汛珅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邱繼禾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吳澤寬

桃園市快樂國小 李明晉

花蓮縣志學國小 周彥勳

宜蘭縣豪創跆拳道館 黃銘浩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葉與丞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蔡定成

雲林縣褒忠國小 蔡弦祐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許承瀚

5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桃園市大業國小 高政毅

雲林縣元長國小 吳亞叡

新和跆拳道館 陳秉疄

桃園市埔心國小 鄭詠聖

桃園市同安國小 黃鈺誠

臺北市虎林跆拳道舘 李承武

臺中市吳氏道舘 林柏丞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A 林羿綸

花蓮縣明禮國小 葉珉睿

5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宜蘭縣黎明國小 陳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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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黃嘉興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謝雨航

臺北市三玉國小 謝億杉

後埔國小A 王柏竣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陳品諺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林子宸

桃園市頭洲國小 歐子維

高雄市藍田道館 蔡藏毅

桃園市楓樹國小 黃梓齊

桃園市快樂國小 邱奕瑾

51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F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沈睿謙

臺北市葫蘆國小A 林承諺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許晉維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莊景全

桃園市中壢國中 羅以丞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林育成

桃園市東門國小 林宥澤

高雄市過埤國小 顏宇政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陳源泓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陳彥睿

5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E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雲林縣莿桐跆拳道訓練中心A 黃琮耀

桃園市頭洲國小 蘇靖翔

桃園市同安國小 廖昱翔

宜蘭縣南屏國小 林子靖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蔡昀燁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林睿澤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賴宇哲

高雄市文山國小 蔡昀翰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李至詠

5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D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彰化縣文德國小 邱科睿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東亮

基隆市五堵國小 葉祐存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邱  興

新竹縣博愛國小 葉上銘

忞跆拳道館 蘇奕愷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鍾佾恩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廖崗棠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王家岳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廖宥翔

51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高色帶G組(1~4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中市大明國小 曾泓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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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號

1

2

籤號

1

2

3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花蓮縣國風訓練中心 陳侑霆/黃羽菲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 黃怡睿/吳芳妤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巧沂/鄭安佑
高雄中華跆拳道館左營館 黃塏宸/薛玄智

桃園市頭洲國小 張敏煊/張耀主

花蓮縣嘉里忠孝聯隊 梁榕軒/許家維

臺中市青年跆拳道館 張心甯/劉胤鎧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黃湘晴/陳葳勝

60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黑帶(4-6年級)C組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炫武跆拳道中和分館 王靖媄/王柏鈞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國語實小 李芫卓/林佳鴻

臺南市漢威道館 梁展笛/梁凱棋

高雄市勝利國小 羅雨彤/羅立翔

60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雙人國小黑帶(1-3年級)組 比賽人數：3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王梓伊/謝禕恬/陳羿妘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庭語/王靖昕/謝昀蓁

60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團體三人國小女子黑帶(1-3年級)組 比賽人數：2人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余至奕

基隆市五堵國小 蔡曜宇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吳承啟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陳彥評
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 高沛宇

桃園市富擎跆拳道館 劉子鴻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陳彥旭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張哲瑋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高允澤

60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C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星國小A 李浩宇

花蓮縣海星國小 王主榮

新北市HSL海山力龍隊 葉才綸

高雄市騰宏道舘 陳郁佑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胡世典

基隆市五堵國小 郭詣澤

雲林縣元長國小 陳有琦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林維恩

苗栗縣新南國小 黃晧哲

臺北市樂群跆拳道館 謝奇翰

基隆市長興國小 蔡淳逸

60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B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基隆市暖江國小 李宗賢

基隆市長興國小 張盛勳

桃園市同安國小 林維杉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詹豫喬

桃園市新屋國小A 廖柏翔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鄭啟鴻

屏東縣望嘉國小 羅喬伊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章天意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林丞涆

基隆市暖暖國小 周棋東

60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A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臺中市大雅跆錚跆拳道館 鍾承勳

基隆市長興國小C 蔡弘傑

基隆市瑪陵國小A 林彥廷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王翊璇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倢綸

關埔國小A 劉柏榆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莊睿程

屏東縣望嘉國小 林彥碩

花蓮縣志學國小 許嘉文

60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F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羅宥善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林冠新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B 余裕緯

苗栗縣蟠桃國小 黎光喆

新竹縣中正國小 楊承恩

基隆市五堵國小 吳宬宥

基隆市暖江國小 石力揚

花蓮縣明恥國小 何丞逸

高雄市永龍跆拳道館 黃秉宏

基隆市瑪陵國小A 鄭羽安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鐘承緯

60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E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花蓮縣志學國小 邢耘溱

花蓮縣明恥國小 林江侑亮

基隆市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民小學A 蔡承澔

高雄市愛群國民小學 陳立勛

桃園市同安國小 曾翔宥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柴沛辰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翁翊浚

基隆市暖暖國小 羅立凱

第一品勢： 太極二章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蔡昀哲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 林子瑋

60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男子低色帶D組(5~8級) 比賽人數：10人



籤號

1

2

3

4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籤號

1

2

3

4

5

6

7

8

9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A 林靖鈞

臺南市開元國小 陳玨綸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李宗庭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謝易均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曾茂博

臺北市文昌國小A 鍾睿宇

彰化縣僑信國小 李宸楓

高雄市瑞興國小 林培勳

612-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L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照門國小A 陳尚騏

臺中市新社國小 邱述鴻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陳力愷

基隆市深美國小 章皓翔

臺北市大橋國小 謝秉育

臺中市大雅國小 張宸誌

關埔國小A 劉又旭

高雄市中庄國小 黃庠睿

臺北市葫蘆國小A 蕭仲軒

高雄市瑞興國小 王紹綸

61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高色帶K組(1~4級) 比賽人數：9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漢威道館 梁凱棋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李芫卓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謝昀蓁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謝禕恬

61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低年級女子黑帶一段組 比賽人數：4人



籤號

1

2

3

4

5

6

7

籤號

1

2

3

4

5

6

籤號

1

2

3

4

5

6

7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莫佑賓

臺中市仁愛國小 陳宏華

花蓮縣明義國小 沈洋

桃園市永順國小 李承諺

臺中市仁愛國小 劉胤鎧

臺南市漢威道館 梁展笛

615-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7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屏東縣勇士跆拳道訓練站 連承皓

臺北市三民跆拳道館 許祐瑄

新竹縣新社國小 林子愉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邱韋潔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小A 林妍庭

高雄市瑞興國小 楊彩祈

新北市厚德國小 楊詠涵

614-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6人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勝利國小 羅雨彤
臺北市勝利錦州跆拳道館 吳沛璇

桃園市新屋國小A 呂姿穎

臺北市文化國小A 賴品双

臺南市佳里跆拳道館 蘇鉑涵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苗栗縣建功國小 康宸瑄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A 洪梓翎

613-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女子黑帶二段以上A組 比賽人數：7人



籤號

1

2

3

4

5

6

籤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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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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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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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苗栗縣立銅鑼國小 賴玉芳

桃園市大有國小 馮玉琴

桃園市會稽國小 凌琪晏

宜蘭縣黎明國小 潘宥蓁

高雄市澄武跆拳道館 王翊庭

桃園市風林跆訓 溫巧沂

彰化大竹勁飛鴻道館 高晨芸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張詠琇

桃園市中平國小 趙芷彤

臺中市東興國小 廖妍恩

618-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B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芎林國小 根亞萁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王曉希

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A 黃家莘

新竹縣光明國小 林樂妤

基隆市信義國小 林侑妡

桃園市大業國小 涂珺淳

苗栗縣建國國小 張琇媗

花蓮縣立嘉里國小A 黃于恩

臺中市仁美國小 柯聿珩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王羿晨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鄭詠涓

宜蘭縣黎明國小 鄭靖璇

617-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A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劉翰林

屏東縣望嘉國小 陳亞迪

新北市五華國小 陳彥嘉

臺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張崴翔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李承卓

新北市義學國小 趙宥宥

616-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中年級男子黑帶二段以上B組 比賽人數：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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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北市泰山國小 蔡函倢

花蓮縣明義國小 林芝羽

臺中市神岡神龍跆拳道館 陳怡潔

新竹縣陸豐國小 彭品睿

基隆市信義國小 周紫晏

高雄市亞洲跆拳道舘 王得樂

宜蘭縣育才國小 郭淨芫

臺中市軍功國小 廖于萱
臺北市拳方位跆拳道訓練中心 謝芃

中正國小A 劉芯羽

621-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E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張馨云

宜蘭縣新生國小 許晴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 黃楀喬

桃園市中平國小 楊詩芸

桃園市埔心國小 林禹彤

臺北市葫蘆國小A 蕭鈺潔

桃園市風林跆訓 劉可晨

臺北市立龍山國小 謝淑媛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 洪慈茵

新竹縣芎林國小 根亞菲

臺中市東興國小 曾彥蓉

高雄市君龍跆拳道館 李洺萱

620-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D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竹縣竹仁國小 陳玟瑄

彰化縣靜修國小 張語倢

臺北市明德國小 曾祥雲

新竹市槶強跆拳道館三民館 鄭祐恩

新竹縣光明國小 鍾宥岑

桃園市中平國小 李嘉旻

桃園市森林跆拳運動學園 王紫綾

基隆市八斗國小 曾詩晴

桃園市埔心國小 鄭詠妍

第一品勢： 太極四章 第二品勢： 太極五章

單位 姓名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總分 名次

新北市新和跆拳道館 呂芊慧

臺北市東湖國小 黃裴瑄

619-品勢出場順序表
比賽名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11年第十四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比賽地點：苗栗巨蛋體育館 比賽日期：111年11月3-6日

比賽組別：個人國小高年級女子高色帶C組(1~4級) 比賽人數：1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