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154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廷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611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賴○謙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36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呂○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76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鄭○諺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10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高○萍 青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727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張○琪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63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簡○玲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780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何○曦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818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劉○婷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37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雄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858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宇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879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文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23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佑 青年男子組-74公斤級

1939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周○任 青年男子組-80公斤級

1176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唐○如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562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游○文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639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蔡○豪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72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賴○安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833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陳○儒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854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鄧○恩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936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曹○崴 青年男子組-80公斤級

1964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A 吳○均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55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蕭○心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153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孫○妍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634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男○碧維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54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蕭○元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692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廖○佑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26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林○誼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807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盧○庭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36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范○恩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878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黃○頊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01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B 戴○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173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張○馨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580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陳○愷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686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黃○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20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白○嘉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868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簡○佑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892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宋○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932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劉○辰 青年男子組-80公斤級

1947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廖○廷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48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謝○姍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071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張○綺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129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郭○華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72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林○萱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483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羅○恩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649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鄭○陽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687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茅○智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55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鍾○岑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849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張○崴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893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簡○洋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948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李○峰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621 桃園市A 呂○呈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45 桃園市A 呂○亭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664 桃園市A 莊○武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00 桃園市A 張○恩 青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786 桃園市A 李○葳 青年女子組-67公斤級

1958 桃園市A 廣○俊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107 桃園市B 楊○韞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144 桃園市B 鄧○臻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170 桃園市B 徐○涵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576 桃園市B 邱○哲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717 桃園市B 涂○芸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52 桃園市B 黃○瑜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802 桃園市B 林○予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946 桃園市B 張○珉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959 桃園市B 余○恩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83 新竹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羅○薰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644 新竹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699 新竹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叡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052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徐○琦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093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游○芯 青少年女子組-52公斤級

1149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江○榛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584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劉○楷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32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張○宸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113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如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487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許○瑋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565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652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柏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671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苗○楷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917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智 青年男子組-74公斤級

1951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簡○仁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178 臺中市A 劉○涵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567 臺中市A 王○幃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677 臺中市A 李○奇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81 臺中市A 李○安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940 臺中市A 謝○祥 青年男子組-80公斤級

1038 臺中市B 何○萱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080 臺中市B 吳○伶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120 臺中市B 蔣○容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140 臺中市B 呂○妍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68 臺中市B 王○歆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179 臺中市B 邱○恩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613 臺中市B 陳○豪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38 臺中市B 朱○睿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729 臺中市B 陳○瑄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47 臺中市B 陳○安 青年女子組-53公斤級

1765 臺中市B 王○萱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839 臺中市B 陳○榮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882 臺中市B 張○中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041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康○惠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158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張○方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522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謙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842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沈○哲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103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慈 青少年女子組-52公斤級

1142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妍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59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盧○萱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548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周○廷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73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曾○瑞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97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盧○元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43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耘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62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樂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714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洪○慈 青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785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全○綺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822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萱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43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祐 青年男子組-54公斤級

1886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周○岑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09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倫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943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哲 青年男子組-80公斤級

1969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張○翔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19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鈺 青少年女子組-42公斤級

1039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莊○庭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061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甄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081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周○樺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121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廖○君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494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廖○軒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519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吳○岳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543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廷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93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廖○勛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14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呂○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40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寬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97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章○宏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48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楊○臻 青年女子組-53公斤級

1766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吳○語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809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宜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83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方○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26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呂○佑 青年男子組-74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976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妤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978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蔡○涓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485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晟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980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源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58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杙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82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源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981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蔡○亦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704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禎 青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723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妤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57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簡○霏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984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蔡○蓁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59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吳○秞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705 嘉義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吳○森 青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871 嘉義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鋒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890 嘉義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紀○知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490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李○翰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607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莊○杰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82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黃○熏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80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阮○妤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98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陳○婕 青年女子組+73公斤級

187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蔡○紘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52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A 張○睿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97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康○瑀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054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吳○純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977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謝○倫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66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陳○靜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979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李○燦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514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劉○慶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563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陳○群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86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李○民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3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陳○佑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55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吳○洋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877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B 莊○生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004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張○甯 青少年女子組-42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030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范○芸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046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鄭○妮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073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黃○甄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11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蔡○錡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132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蘇○喬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74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梁○喬 青少年女子組+68公斤級

1533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詹○平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63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王○臨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5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許○翔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718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王○薇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58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翁○芸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772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陳○璇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873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何○泰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897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A 王○驄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05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吳○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1074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杜○婷 青少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087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王○蓁 青少年女子組-52公斤級

1112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林○芯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560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黃○寬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83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黃○燁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06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李○霆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29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吳○權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47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許○嘉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670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鄭○豪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689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許○銘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19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吳○婕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40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邱○柔 青年女子組-53公斤級

1759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蔡○芮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852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蕭○益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89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野○司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961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B 金○穎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20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婷 青少年女子組-42公斤級

1040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宥融 青少年女子組-44公斤級

1063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榆 青少年女子組-46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544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胡○愷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615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尤○安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41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鄭○旺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80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龔○哲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698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銘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31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筠 青年女子組-49公斤級

1749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禎 青年女子組-53公斤級

1767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蘇○辰 青年女子組-57公斤級

1783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伃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798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陳○欣 青年女子組-67公斤級

1907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麥○登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927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劉○豪 青年男子組-74公斤級

1137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鄭○晴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146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王○穎 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

1503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張○學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532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峰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59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瑋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90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浩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1604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康○廷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659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王○驊 青少年男子組-73公斤級

1880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睿 青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922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鄭○文 青年男子組-74公斤級

1950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郭○逸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06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林○崇靜 青少年女子組-42公斤級

1775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高○瑀 青年女子組-62公斤級

1851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童○祥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962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峰 青年男子組+87公斤級

1084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邱○儀 青少年女子組-52公斤級

1105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范○丹 青少年女子組-55公斤級

1476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温○廷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500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宸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525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李○逸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49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黃○恩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574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謝○峻 青少年男子組-59公斤級



序號 單位 姓名 組名

1598 臺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鄭○瑜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1005 澎湖縣代表隊 蔡○昀 青少年女子組-42公斤級

1088 澎湖縣代表隊 陳○宇 青少年女子組-52公斤級

1127 澎湖縣代表隊 林○菁 青少年女子組-59公斤級

1484 澎湖縣代表隊 鮑○圻 青少年男子組-45公斤級

1508 澎湖縣代表隊 張○允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531 澎湖縣代表隊 曾○澤 青少年男子組-51公斤級

1557 澎湖縣代表隊 呂○廷 青少年男子組-55公斤級

1626 澎湖縣代表隊 莊○宏 青少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668 澎湖縣代表隊 莊○畯 青少年男子組-78公斤級

1799 澎湖縣代表隊 林○甯 青年女子組-67公斤級

1850 澎湖縣代表隊 呂○翔 青年男子組-58公斤級

1894 澎湖縣代表隊 廖○杰 青年男子組-68公斤級

1521 金門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辛○廷 青少年男子組-48公斤級

1616 金門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蔡○任 青少年男子組-63公斤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