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20182018 年長青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年長青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年長青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年長青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參賽隊伍名錄參賽隊伍名錄參賽隊伍名錄參賽隊伍名錄    

1111、、、、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吳錫榮吳錫榮吳錫榮吳錫榮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洪秀美洪秀美洪秀美洪秀美(2047)(2047)(2047)(2047)、、、、張咸樑張咸樑張咸樑張咸樑(1049)(1049)(1049)(1049)    

    

2222、、、、新北市中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中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中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中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洪世謀洪世謀洪世謀洪世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謝泰和謝泰和謝泰和謝泰和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王夷暐王夷暐王夷暐王夷暐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正元林正元林正元林正元(1002)(1002)(1002)(1002)    

    

3333、、、、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新北市樹林區體育

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黃彩媛黃彩媛黃彩媛黃彩媛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許美幼許美幼許美幼許美幼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其他太其他太其他太極拳套路極拳套路極拳套路極拳套路、、、、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6464646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第第第第 2222 段段段段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湯富裕湯富裕湯富裕湯富裕(1008)(1008)(1008)(1008)、、、、林寶密林寶密林寶密林寶密(2005)(2005)(2005)(2005)、、、、吳金蓮吳金蓮吳金蓮吳金蓮(2003)(2003)(2003)(2003)、、、、賴杏華賴杏華賴杏華賴杏華(2004)(2004)(2004)(2004)、、、、陳福智陳福智陳福智陳福智

(1009)(1009)(1009)(1009)    

    

4444、、、、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新北市板橋區楊家新北市板橋區楊家新北市板橋區楊家新北市板橋區楊家

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葛光祥葛光祥葛光祥葛光祥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蜜娜蜜娜蜜娜蜜娜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勢太極勢太極勢太極

拳拳拳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瑞雄陳瑞雄陳瑞雄陳瑞雄(1015)(1015)(1015)(1015)、、、、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2013)(2013)(2013)(2013)、、、、霍蜀湘霍蜀湘霍蜀湘霍蜀湘(2012)(2012)(2012)(2012)、、、、許秀蓮許秀蓮許秀蓮許秀蓮(2014)(2014)(2014)(2014)、、、、劉進秀劉進秀劉進秀劉進秀

(1016)(1016)(1016)(1016)、、、、林建羽林建羽林建羽林建羽(101(101(101(1017)7)7)7)、、、、張宏毅張宏毅張宏毅張宏毅(1014)(1014)(1014)(1014)    

    

5555、、、、新北市板橋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板橋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板橋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板橋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秀盆陳秀盆陳秀盆陳秀盆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6464646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第第第第 2222 段段段段、、、、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1084)(1084)(1084)(1084)、、、、吳玉枝吳玉枝吳玉枝吳玉枝(2082)(2082)(2082)(2082)、、、、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1083)(1083)(1083)(1083)、、、、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1085)(1085)(1085)(1085)、、、、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

(2077)(2077)(2077)(2077)、、、、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2078)(2078)(2078)(2078)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1111 段段段段————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戴素美戴素美戴素美戴素美,,,,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高聖芬高聖芬高聖芬高聖芬,,,,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54545454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劍劍劍劍————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蔡玉燕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戴素美戴素美戴素美戴素美,,,,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張連旭,,,,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高聖芬高聖芬高聖芬高聖芬    

    

6666、、、、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會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會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會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會((((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新北市蘆荻鬆柔養身太極協

會會會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趙烈儉趙烈儉趙烈儉趙烈儉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功夫扇功夫扇功夫扇功夫扇、、、、424242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李澤賢李澤賢李澤賢李澤賢(1105)(1105)(1105)(1105)、、、、王雪蓮王雪蓮王雪蓮王雪蓮(2089)(2089)(2089)(2089)    

    

7777、、、、南門社南門社南門社南門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鄭文達鄭文達鄭文達鄭文達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呂東貴呂東貴呂東貴呂東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林雅荺林雅荺林雅荺林雅荺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23232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式式式

太極拳太極拳太極拳太極拳、、、、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楊慶昌楊慶昌楊慶昌楊慶昌(1110)(1110)(1110)(1110)、、、、黃春蘭黃春蘭黃春蘭黃春蘭(2102)(2102)(2102)(2102)、、、、鄭曾波妹鄭曾波妹鄭曾波妹鄭曾波妹(2107)(2107)(2107)(2107)、、、、吳正義吳正義吳正義吳正義(1118)(1118)(1118)(1118)、、、、王忠王忠王忠王忠

財財財財(1111)(1111)(1111)(1111)、、、、高捷青高捷青高捷青高捷青(1109)(1109)(1109)(1109)    



    

8888、、、、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國煌陳國煌陳國煌陳國煌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許彩燕許彩燕許彩燕許彩燕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23232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皮寶鈿皮寶鈿皮寶鈿皮寶鈿(2038)(2038)(2038)(2038)、、、、范木騰范木騰范木騰范木騰(1061)(1061)(1061)(1061)、、、、汪菁玲汪菁玲汪菁玲汪菁玲(2121)(2121)(2121)(2121)、、、、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1030)(1030)(1030)(1030)、、、、謝瑞樑謝瑞樑謝瑞樑謝瑞樑

(1103)(1103)(1103)(1103)、、、、許明顯許明顯許明顯許明顯(1065)(1065)(1065)(1065)、、、、賴乙智賴乙智賴乙智賴乙智(1031)(1031)(1031)(1031)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24(24(24(24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原少輝原少輝原少輝原少輝    ,,,,葉蘭香葉蘭香葉蘭香葉蘭香,,,,羅月香羅月香羅月香羅月香,,,,劉美珠劉美珠劉美珠劉美珠,,,,宋誼妹宋誼妹宋誼妹宋誼妹,,,,林美蘭林美蘭林美蘭林美蘭,,,,簡碧月簡碧月簡碧月簡碧月,,,,張寶珠張寶珠張寶珠張寶珠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32(32(32(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黃春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原少輝原少輝原少輝原少輝    ,,,,葉蘭香葉蘭香葉蘭香葉蘭香,,,,羅月香羅月香羅月香羅月香,,,,劉美珠劉美珠劉美珠劉美珠,,,,宋誼妹宋誼妹宋誼妹宋誼妹,,,,林美蘭林美蘭林美蘭林美蘭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如來李如來李如來李如來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黃敬治黃敬治黃敬治黃敬治,,,,彭武德彭武德彭武德彭武德,,,,李全福李全福李全福李全福,,,,黃秀琴黃秀琴黃秀琴黃秀琴,,,,葉瑞英葉瑞英葉瑞英葉瑞英,,,,陳玉枝陳玉枝陳玉枝陳玉枝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如來李如來李如來李如來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黃敬治黃敬治黃敬治黃敬治,,,,彭武德彭武德彭武德彭武德,,,,李全福李全福李全福李全福,,,,黃秀琴黃秀琴黃秀琴黃秀琴,,,,葉瑞英葉瑞英葉瑞英葉瑞英,,,,陳聯雅玉枝陳聯雅玉枝陳聯雅玉枝陳聯雅玉枝,,,,朱瑞象朱瑞象朱瑞象朱瑞象,,,,陳聯陳聯陳聯陳聯

雅雅雅雅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CCCC 隊隊隊隊    教教教教練練練練：：：：劉素金劉素金劉素金劉素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蕭烽政蕭烽政蕭烽政蕭烽政,,,,劉素金劉素金劉素金劉素金,,,,陳彩雲陳彩雲陳彩雲陳彩雲,,,,陳紋蓁陳紋蓁陳紋蓁陳紋蓁,,,,宋秀枝宋秀枝宋秀枝宋秀枝,,,,黃秀子黃秀子黃秀子黃秀子,,,,許明顯許明顯許明顯許明顯,,,,汪菁玲汪菁玲汪菁玲汪菁玲    

    

9999、、、、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廖金海廖金海廖金海廖金海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劉素真劉素真劉素真劉素真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詹揚傑詹揚傑詹揚傑詹揚傑(1092)(1092)(1092)(1092)    

    

10101010、、、、文化社文化社文化社文化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呂鈴梅呂鈴梅呂鈴梅呂鈴梅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簡淑鈴簡淑鈴簡淑鈴簡淑鈴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李碧霞李碧霞李碧霞李碧霞(2109)(2109)(2109)(2109)、、、、王素珍王素珍王素珍王素珍(2110)(2110)(2110)(2110)、、、、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1094)(1094)(1094)(1094)    

    

11111111、、、、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桃園市順桃園市順桃園市順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緣太極拳協會緣太極拳協會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蘇慶金蘇慶金蘇慶金蘇慶金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陳金海陳金海陳金海陳金海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李瑞珍李瑞珍李瑞珍李瑞珍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三三三三))))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慶錦林慶錦林慶錦林慶錦(1097)(1097)(1097)(1097)、、、、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1096)(1096)(1096)(1096)    

    

12121212、、、、長青學苑長青學苑長青學苑長青學苑((((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何麗嬌何麗嬌何麗嬌何麗嬌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邱銀珍邱銀珍邱銀珍邱銀珍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陳丁粦陳丁粦陳丁粦陳丁粦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詹銘傑詹銘傑詹銘傑詹銘傑(1113)(1113)(1113)(1113)、、、、詹銘山詹銘山詹銘山詹銘山(1112)(1112)(1112)(1112)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古正文古正文古正文古正文,,,,賴達清賴達清賴達清賴達清,,,,李富貴李富貴李富貴李富貴,,,,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張信雄,,,,蘇桂瑩蘇桂瑩蘇桂瑩蘇桂瑩,,,,邱有德邱有德邱有德邱有德,,,,王忠財王忠財王忠財王忠財    

    

13131313、、、、台中台中台中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市太極拳協會市太極拳協會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黃孔明黃孔明黃孔明黃孔明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莊連焦莊連焦莊連焦莊連焦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陳世雄陳世雄陳世雄陳世雄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222 段段段段、、、、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1007)(1007)(1007)(1007)、、、、魏定修魏定修魏定修魏定修(1068)(1068)(1068)(1068)、、、、陳文安陳文安陳文安陳文安(1011)(1011)(1011)(1011)、、、、湯進文湯進文湯進文湯進文(1010)(1010)(1010)(1010)、、、、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

(1006)(1006)(1006)(1006)、、、、林春芳林春芳林春芳林春芳(1069)(1069)(1069)(1069)    

    

14141414、、、、蔡居財蔡居財蔡居財蔡居財((((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蔡居財蔡居財蔡居財蔡居財(1020)(1020)(1020)(1020)    



    

15151515、、、、豐原區豐原區豐原區豐原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紹庭陳紹庭陳紹庭陳紹庭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陳淑櫻陳淑櫻陳淑櫻陳淑櫻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吳毓龍吳毓龍吳毓龍吳毓龍(1093)(1093)(1093)(1093)、、、、闕崑山闕崑山闕崑山闕崑山(1033)(1033)(1033)(1033)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林金宗林金宗林金宗林金宗,,,,蔣烈鈞蔣烈鈞蔣烈鈞蔣烈鈞,,,,林義雄林義雄林義雄林義雄,,,,王鴻祺王鴻祺王鴻祺王鴻祺,,,,黃榮堂黃榮堂黃榮堂黃榮堂,,,,林義華林義華林義華林義華,,,,陳紹庭陳紹庭陳紹庭陳紹庭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李文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劉文斌劉文斌劉文斌劉文斌,,,,陳宣僖陳宣僖陳宣僖陳宣僖,,,,陳勝茂陳勝茂陳勝茂陳勝茂,,,,曾榮增曾榮增曾榮增曾榮增,,,,余淑芬余淑芬余淑芬余淑芬,,,,藍景詩藍景詩藍景詩藍景詩,,,,闕崑山闕崑山闕崑山闕崑山    

    

16161616、、、、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余基誠余基誠余基誠余基誠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比賽項比賽項比賽項目目目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吳德前吳德前吳德前吳德前(1034)(1034)(1034)(1034)、、、、何盈昌何盈昌何盈昌何盈昌(1035)(1035)(1035)(1035)    

    

17171717、、、、大雅區大雅區大雅區大雅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劉陳菊劉陳菊劉陳菊劉陳菊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424242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張足張足張足張足(2040)(2040)(2040)(2040)、、、、林秀香林秀香林秀香林秀香(2039)(2039)(2039)(2039)    

    

18181818、、、、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中興大學太極拳社))))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林鎮安林鎮安林鎮安林鎮安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鎮安林鎮安林鎮安林鎮安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37373737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子楨林子楨林子楨林子楨(1058)(1058)(1058)(1058)、、、、許明碧許明碧許明碧許明碧(2054)(2054)(2054)(2054)、、、、江量江量江量江量(2055)(2055)(2055)(2055)、、、、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1057)(1057)(1057)(1057)    



    

19191919、、、、東勢區東勢區東勢區東勢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蔡耀智蔡耀智蔡耀智蔡耀智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劉陳菊劉陳菊劉陳菊劉陳菊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1064)(1064)(1064)(1064)、、、、陳招治陳招治陳招治陳招治(2056)(2056)(2056)(2056)、、、、蘇春華蘇春華蘇春華蘇春華(1063)(1063)(1063)(1063)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彩雲林彩雲林彩雲林彩雲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吳永源吳永源吳永源吳永源,,,,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陳麗美陳麗美陳麗美陳麗美,,,,詹秀枝詹秀枝詹秀枝詹秀枝,,,,羅祝蘭羅祝蘭羅祝蘭羅祝蘭,,,,鄭梨櫻鄭梨櫻鄭梨櫻鄭梨櫻,,,,黃月女黃月女黃月女黃月女    

    

20202020、、、、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賴金樹賴金樹賴金樹賴金樹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詹錦容詹錦容詹錦容詹錦容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陳陳陳

氏太極拳氏太極拳氏太極拳氏太極拳、、、、陳氏精要陳氏精要陳氏精要陳氏精要 18181818 式式式式、、、、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傅幼慧傅幼慧傅幼慧傅幼慧(1073)(1073)(1073)(1073)、、、、林慶美林慶美林慶美林慶美(2065)(2065)(2065)(2065)、、、、許正揚許正揚許正揚許正揚(1071)(1071)(1071)(1071)、、、、朱國萬朱國萬朱國萬朱國萬(1076)(1076)(1076)(1076)、、、、林萬裕林萬裕林萬裕林萬裕

(1074)(1074)(1074)(1074)、、、、陳麗君陳麗君陳麗君陳麗君(2064)(2064)(2064)(2064)、、、、賴仙佳賴仙佳賴仙佳賴仙佳(1072)(1072)(1072)(1072)、、、、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2071)(2071)(2071)(2071)、、、、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1077)(1077)(1077)(1077)、、、、

林鈺明林鈺明林鈺明林鈺明(1080)(1080)(1080)(1080)、、、、黃忠育黃忠育黃忠育黃忠育(1081)(1081)(1081)(1081)、、、、李玲慧李玲慧李玲慧李玲慧(2069)(2069)(2069)(2069)、、、、蔡嘉惠蔡嘉惠蔡嘉惠蔡嘉惠(2070)(2070)(2070)(2070)、、、、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

(2072)(2072)(2072)(2072)、、、、徐福猛徐福猛徐福猛徐福猛(1075)(1075)(1075)(1075)、、、、邱綉閨邱綉閨邱綉閨邱綉閨(2068)(2068)(2068)(2068)、、、、張張張張    珮珮珮珮(2(2(2(2066)066)066)066)、、、、江銘津江銘津江銘津江銘津(2067)(2067)(2067)(2067)、、、、

許銀財許銀財許銀財許銀財(1104)(1104)(1104)(1104)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精要陳氏精要陳氏精要陳氏精要 18181818 式式式式)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王錦榮王錦榮王錦榮王錦榮,,,,洪麗香洪麗香洪麗香洪麗香,,,,吳淑朱吳淑朱吳淑朱吳淑朱,,,,石叔笑石叔笑石叔笑石叔笑,,,,黃忠育黃忠育黃忠育黃忠育,,,,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沈艷紅    

    

21212121、、、、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王健次王健次王健次王健次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陳政德陳政德陳政德陳政德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賴淑芬賴淑芬賴淑芬賴淑芬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全全全

民版民版民版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楊敏華楊敏華楊敏華楊敏華(1100)(1100)(1100)(1100)、、、、柯素月柯素月柯素月柯素月(2105)(2105)(2105)(2105)、、、、黃玉琴黃玉琴黃玉琴黃玉琴(2106)(2106)(2106)(2106)、、、、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2084)(2084)(2084)(2084)、、、、黃杏儀黃杏儀黃杏儀黃杏儀

(2(2(2(2085)085)085)085)、、、、陳明達陳明達陳明達陳明達(1102)(1102)(1102)(1102)、、、、楊火塗楊火塗楊火塗楊火塗(1101)(1101)(1101)(1101)、、、、葉瑞芬葉瑞芬葉瑞芬葉瑞芬(2086)(2086)(2086)(2086)、、、、郭金杏郭金杏郭金杏郭金杏(2087)(2087)(2087)(2087)、、、、

曾鉦元曾鉦元曾鉦元曾鉦元(1098)(1098)(1098)(1098)、、、、曾德運曾德運曾德運曾德運(1099)(1099)(1099)(1099)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老架二陳氏太極拳老架二陳氏太極拳老架二陳氏太極拳老架二

路路路路)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郭炳福郭炳福郭炳福郭炳福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洪漢錝洪漢錝洪漢錝洪漢錝,,,,柯素月柯素月柯素月柯素月,,,,陳丁鴻志陳丁鴻志陳丁鴻志陳丁鴻志,,,,胡重光胡重光胡重光胡重光,,,,黃玉琴黃玉琴黃玉琴黃玉琴,,,,楊火塗楊火塗楊火塗楊火塗,,,,郭金杏郭金杏郭金杏郭金杏,,,,朱麗銘朱麗銘朱麗銘朱麗銘    

    

22222222、、、、新社區新社區新社區新社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詹湧雄詹湧雄詹湧雄詹湧雄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劉氏劉氏劉氏劉氏 13131313 式流暢太式流暢太式流暢太式流暢太

極棒極棒極棒極棒)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陳萬雄陳萬雄陳萬雄陳萬雄,,,,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杜徐園蕉杜徐園蕉杜徐園蕉杜徐園蕉,,,,楊金玫楊金玫楊金玫楊金玫,,,,劉聰秀劉聰秀劉聰秀劉聰秀,,,,許秀麗許秀麗許秀麗許秀麗    

    

23232323、、、、大里區崇光場大里區崇光場大里區崇光場大里區崇光場((((台中市太台中市太台中市太台中市太極拳協會極拳協會極拳協會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張炎生張炎生張炎生張炎生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彭于玲彭于玲彭于玲彭于玲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雪娥陳雪娥陳雪娥陳雪娥(2113)(2113)(2113)(2113)、、、、劉淑珍劉淑珍劉淑珍劉淑珍(2112)(2112)(2112)(2112)、、、、郭木建郭木建郭木建郭木建(1121)(1121)(1121)(1121)、、、、鄒水金鄒水金鄒水金鄒水金(1122)(1122)(1122)(1122)、、、、鄭菊蘭鄭菊蘭鄭菊蘭鄭菊蘭

(2114)(2114)(2114)(2114)、、、、彭于玲彭于玲彭于玲彭于玲(2111)(2111)(2111)(2111)    

    

24242424、、、、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

極拳委員會極拳委員會極拳委員會極拳委員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國榮陳國榮陳國榮陳國榮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吳淑琴吳淑琴吳淑琴吳淑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李樹家李樹家李樹家李樹家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424242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2116)(2116)(2116)(2116)、、、、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1124)(1124)(1124)(1124)、、、、羅春梅羅春梅羅春梅羅春梅(2117)(2117)(2117)(2117)、、、、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1125)(1125)(1125)(1125)、、、、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

(1123)(1123)(1123)(1123)、、、、林杜又文林杜又文林杜又文林杜又文(2118)(2118)(2118)(2118)、、、、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2115)(2115)(2115)(2115)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禾家李禾家李禾家李禾家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羅春梅羅春梅羅春梅羅春梅,,,,張麗蘭張麗蘭張麗蘭張麗蘭,,,,蔡碧霞蔡碧霞蔡碧霞蔡碧霞    

    

25252525、、、、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222 段段段段、、、、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2015)(2015)(2015)(2015)、、、、黃銘珠黃銘珠黃銘珠黃銘珠(2016)(2016)(2016)(2016)、、、、林永財林永財林永財林永財(1018)(1018)(1018)(1018)、、、、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1019)(1019)(1019)(1019)    

    

26262626、、、、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社團法人台南社團法人台南社團法人台南社團法人台南

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金雄陳金雄陳金雄陳金雄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邱明家邱明家邱明家邱明家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翁林廷進翁林廷進翁林廷進翁林廷進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全民全民全民

版版版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美燕林美燕林美燕林美燕(2017)(2017)(2017)(2017)、、、、張月華張月華張月華張月華(2018)(2018)(2018)(2018)、、、、何鼎賢何鼎賢何鼎賢何鼎賢(1021)(1021)(1021)(1021)、、、、張榮村張榮村張榮村張榮村(1024)(1024)(1024)(1024)、、、、葉麗瑛葉麗瑛葉麗瑛葉麗瑛

(2019)(2019)(2019)(2019)、、、、許南陽許南陽許南陽許南陽(1022)(1022)(1022)(1022)、、、、王東醮王東醮王東醮王東醮(1023)(1023)(1023)(1023)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三惠林三惠林三惠林三惠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龔美子龔美子龔美子龔美子,,,,陳素糖陳素糖陳素糖陳素糖,,,,曾虹玉曾虹玉曾虹玉曾虹玉,,,,楊麗香楊麗香楊麗香楊麗香,,,,葉麗瑛葉麗瑛葉麗瑛葉麗瑛,,,,黃寶慧黃寶慧黃寶慧黃寶慧,,,,林美燕林美燕林美燕林美燕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1111 段段段段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張世昌張世昌張世昌張世昌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江莉雯江莉雯江莉雯江莉雯,,,,楊麗香楊麗香楊麗香楊麗香,,,,陳素糖陳素糖陳素糖陳素糖,,,,曾虹玉曾虹玉曾虹玉曾虹玉,,,,林奕囷林奕囷林奕囷林奕囷,,,,黃寶慧黃寶慧黃寶慧黃寶慧,,,,林阿華林阿華林阿華林阿華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邱明家邱明家邱明家邱明家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龔美子龔美子龔美子龔美子,,,,江莉雯江莉雯江莉雯江莉雯,,,,林阿華林阿華林阿華林阿華,,,,林奕囷林奕囷林奕囷林奕囷,,,,胡秀女胡秀女胡秀女胡秀女    

    

27272727、、、、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

究協會究協會究協會究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丁淑勳丁淑勳丁淑勳丁淑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吳木村吳木村吳木村吳木村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1062)(1062)(1062)(1062)    

    

28282828、、、、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篤耀陳篤耀陳篤耀陳篤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邱月珠邱月珠邱月珠邱月珠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222 段段段段、、、、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錦英林錦英林錦英林錦英(2101)(2101)(2101)(2101)、、、、蕭茂昌蕭茂昌蕭茂昌蕭茂昌(1086)(1086)(1086)(1086)、、、、葉蒼珍葉蒼珍葉蒼珍葉蒼珍(1087)(1087)(1087)(1087)、、、、李良吉李良吉李良吉李良吉(1089)(1089)(1089)(1089)、、、、王芊蓓王芊蓓王芊蓓王芊蓓

(2088)(2088)(2088)(2088)    

    

29292929、、、、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台南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顏添財顏添財顏添財顏添財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424242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雅慧林雅慧林雅慧林雅慧(2080)(2080)(2080)(2080)    

    

30303030、、、、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1036)(1036)(1036)(1036)、、、、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1038)(1038)(1038)(1038)、、、、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1037)(1037)(1037)(1037)    

    

31313131、、、、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蔡忠宏蔡忠宏蔡忠宏蔡忠宏(1095)(1095)(1095)(1095)    

    

32323232、、、、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江卻銀江卻銀江卻銀江卻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文鋒陳文鋒陳文鋒陳文鋒(1107)(1107)(1107)(1107)、、、、葉國興葉國興葉國興葉國興(1106)(1106)(1106)(1106)、、、、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2093)(2093)(2093)(2093)、、、、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2091)(2091)(2091)(2091)、、、、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

(2095)(2095)(2095)(2095)、、、、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2090)(2090)(2090)(2090)、、、、蔡金秀蔡金秀蔡金秀蔡金秀(2094)(2094)(2094)(2094)、、、、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2092)(2092)(2092)(2092)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乾坤扇乾坤扇乾坤扇乾坤扇)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黃呈聰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陳文鋒陳文鋒陳文鋒陳文鋒,,,,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陳妤萍,,,,蔡金秀蔡金秀蔡金秀蔡金秀,,,,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鄭阿姬    

    

33333333、、、、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玉棉陳玉棉陳玉棉陳玉棉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蔡淑卿蔡淑卿蔡淑卿蔡淑卿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洪振能洪振能洪振能洪振能(1088)(1088)(1088)(1088)、、、、蔡素瑩蔡素瑩蔡素瑩蔡素瑩(2081)(2081)(2081)(2081)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林中良林中良林中良林中良,,,,溫喜沛溫喜沛溫喜沛溫喜沛,,,,陳世文陳世文陳世文陳世文,,,,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吳金灶吳金灶吳金灶吳金灶,,,,李淑娟李淑娟李淑娟李淑娟,,,,溫喜沛溫喜沛溫喜沛溫喜沛,,,,許許許許    哖哖哖哖,,,,李江美李江美李江美李江美,,,,許麗華許麗華許麗華許麗華,,,,彭美惠彭美惠彭美惠彭美惠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楊錦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陳世文陳世文陳世文陳世文,,,,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王文雄王文雄王文雄王文雄,,,,鍾少華鍾少華鍾少華鍾少華,,,,蔡淑芬蔡淑芬蔡淑芬蔡淑芬,,,,楊徐彩媚楊徐彩媚楊徐彩媚楊徐彩媚,,,,蔡素瑩蔡素瑩蔡素瑩蔡素瑩    

    

34343434、、、、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嘉義市八卦掌協會致遠分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林益生林益生林益生林益生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仁勇林仁勇林仁勇林仁勇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鄭惠瑛鄭惠瑛鄭惠瑛鄭惠瑛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全民全民全民

版版版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鍾秀吟鍾秀吟鍾秀吟鍾秀吟(2001)(2001)(2001)(2001)、、、、葉宜珊葉宜珊葉宜珊葉宜珊(2002)(2002)(2002)(2002)、、、、陳士豐陳士豐陳士豐陳士豐(1004)(1004)(1004)(1004)、、、、蕭宏遜蕭宏遜蕭宏遜蕭宏遜(1005)(1005)(1005)(1005)、、、、湯武雄湯武雄湯武雄湯武雄

(1003)(1003)(1003)(1003)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仁勇林仁勇林仁勇林仁勇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鍾秀吟鍾秀吟鍾秀吟鍾秀吟,,,,葉宜珊葉宜珊葉宜珊葉宜珊,,,,陳士豐陳士豐陳士豐陳士豐,,,,湯武雄湯武雄湯武雄湯武雄,,,,李孟娟李孟娟李孟娟李孟娟,,,,蕭宏遜蕭宏遜蕭宏遜蕭宏遜,,,,梁鳳佩梁鳳佩梁鳳佩梁鳳佩    

    

35353535、、、、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嘉義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劉潤琴劉潤琴劉潤琴劉潤琴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美珠陳美珠陳美珠陳美珠(2053)(2053)(2053)(2053)、、、、鄭慶昌鄭慶昌鄭慶昌鄭慶昌(1056)(1056)(1056)(1056)    

    

36363636、、、、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林福助林福助林福助林福助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溫淑美溫淑美溫淑美溫淑美(2083)(2083)(2083)(2083)    

    

37373737、、、、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關西新竹縣關西新竹縣關西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鎮太極拳協會鎮太極拳協會鎮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彭兆光彭兆光彭兆光彭兆光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陳永坤陳永坤陳永坤陳永坤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田富雄田富雄田富雄田富雄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涂宸誥涂宸誥涂宸誥涂宸誥(1012)(1012)(1012)(1012)、、、、彭劉秀春彭劉秀春彭劉秀春彭劉秀春(2006)(2006)(2006)(2006)、、、、朱戴丁妹朱戴丁妹朱戴丁妹朱戴丁妹(2011)(2011)(2011)(2011)、、、、曾啟河曾啟河曾啟河曾啟河(1013)(1013)(1013)(1013)、、、、呂呂呂呂

徐森妹徐森妹徐森妹徐森妹(2010)(2010)(2010)(2010)、、、、林梅嬌林梅嬌林梅嬌林梅嬌(2007)(2007)(2007)(2007)、、、、許鳳蘭許鳳蘭許鳳蘭許鳳蘭(2008)(2008)(2008)(2008)、、、、劉森鴻劉森鴻劉森鴻劉森鴻(2009)(2009)(2009)(2009)    

    

38383838、、、、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韓進隆韓進隆韓進隆韓進隆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姜禮池姜禮池姜禮池姜禮池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戴正雄戴正雄戴正雄戴正雄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23232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1079)(1079)(1079)(1079)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張几文張几文張几文張几文,,,,林錦德林錦德林錦德林錦德,,,,葉椿海葉椿海葉椿海葉椿海,,,,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彭歲雲彭歲雲彭歲雲彭歲雲,,,,呂明泰呂明泰呂明泰呂明泰    

    

39393939、、、、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張鴻順張鴻順張鴻順張鴻順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韓進隆韓進隆韓進隆韓進隆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李包李包李包李包(1117)(1117)(1117)(1117)、、、、吳明添吳明添吳明添吳明添(1116)(1116)(1116)(1116)、、、、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2103)(2103)(2103)(2103)、、、、梁桂鴻梁桂鴻梁桂鴻梁桂鴻(1115)(1115)(1115)(1115)、、、、莊中和莊中和莊中和莊中和



(1114)(1114)(1114)(1114)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莊中和莊中和莊中和莊中和,,,,李本源李本源李本源李本源,,,,呂呂呂呂明泰明泰明泰明泰,,,,葉椿海葉椿海葉椿海葉椿海,,,,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李秀英, , , , 陳陳陳陳    禾禾禾禾,,,,吳明添吳明添吳明添吳明添    

    

40404040、、、、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苗栗縣中港溪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劉五妹劉五妹劉五妹劉五妹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吳秀清吳秀清吳秀清吳秀清(2063)(2063)(2063)(2063)    

    

41414141、、、、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吳麗仙吳麗仙吳麗仙吳麗仙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李鍊鐺李鍊鐺李鍊鐺李鍊鐺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張僮芸張僮芸張僮芸張僮芸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楊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

((((一一一一))))、、、、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二二二二))))、、、、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楊順進楊順進楊順進楊順進(1053)(1053)(1053)(1053)、、、、江素秋江素秋江素秋江素秋(2050)(2050)(2050)(2050)、、、、江錦鑾江錦鑾江錦鑾江錦鑾(2051)(2051)(2051)(2051)、、、、施順成施順成施順成施順成(105(105(105(1050)0)0)0)、、、、林明松林明松林明松林明松

(1051)(1051)(1051)(1051)、、、、施顏玉鳳施顏玉鳳施顏玉鳳施顏玉鳳(2048)(2048)(2048)(2048)、、、、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2049)(2049)(2049)(2049)、、、、粘麗敏粘麗敏粘麗敏粘麗敏(2052)(2052)(2052)(2052)、、、、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

(1052)(1052)(1052)(1052)、、、、陳榮松陳榮松陳榮松陳榮松(1054)(1054)(1054)(1054)    

    

42424242、、、、和青區會和青區會和青區會和青區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葉永福葉永福葉永福葉永福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陳萬春陳萬春陳萬春陳萬春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洪振西洪振西洪振西洪振西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式太式太式太

極拳極拳極拳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1060)(1060)(1060)(1060)、、、、謝江為謝江為謝江為謝江為(1059)(1059)(1059)(1059)    

    

43434343、、、、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彰化縣太極拳總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賴彥樺賴彥樺賴彥樺賴彥樺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林文亮林文亮林文亮林文亮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1113333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張秀連張秀連張秀連張秀連(2059)(2059)(2059)(2059)、、、、張芹芳張芹芳張芹芳張芹芳(2058)(2058)(2058)(2058)、、、、馬世蓮馬世蓮馬世蓮馬世蓮(2057)(2057)(2057)(2057)    



    

44444444、、、、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早覺會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早覺會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早覺會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早覺會((((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

早覺會早覺會早覺會早覺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涂進萬涂進萬涂進萬涂進萬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童福龍童福龍童福龍童福龍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陳得時陳得時陳得時陳得時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玉寄陳玉寄陳玉寄陳玉寄(1046)(1046)(1046)(1046)、、、、劉張淑珠劉張淑珠劉張淑珠劉張淑珠(2045)(2045)(2045)(2045)、、、、宋秀蓮宋秀蓮宋秀蓮宋秀蓮(2046)(2046)(2046)(2046)、、、、陳得時陳得時陳得時陳得時(1047)(1047)(1047)(1047)、、、、黃麒黃麒黃麒黃麒

逢逢逢逢(1048)(1048)(1048)(1048)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 ) ) )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蔡年豐蔡年豐蔡年豐蔡年豐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卓秀燕卓秀燕卓秀燕卓秀燕,,,,曾錦瑛曾錦瑛曾錦瑛曾錦瑛,,,,陳麗華陳麗華陳麗華陳麗華,,,,李麗鐘李麗鐘李麗鐘李麗鐘,,,,邱碧珠邱碧珠邱碧珠邱碧珠,,,,陳秀梅陳秀梅陳秀梅陳秀梅    

團體比賽項團體比賽項團體比賽項團體比賽項目目目目：：：：    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1313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童福龍童福龍童福龍童福龍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卓秀燕卓秀燕卓秀燕卓秀燕,,,,陳素珠陳素珠陳素珠陳素珠,,,,曾錦瑛曾錦瑛曾錦瑛曾錦瑛,,,,邱碧珠邱碧珠邱碧珠邱碧珠,,,,陳麗華陳麗華陳麗華陳麗華,,,,劉家蓉劉家蓉劉家蓉劉家蓉,,,,陳秀梅陳秀梅陳秀梅陳秀梅,,,,李麗鐘李麗鐘李麗鐘李麗鐘    

    

45454545、、、、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南投縣熊氏太極拳華

佗五禽之戲協會佗五禽之戲協會佗五禽之戲協會佗五禽之戲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楊秉和楊秉和楊秉和楊秉和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謝在來謝在來謝在來謝在來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黃淑如黃淑如黃淑如黃淑如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徐有富徐有富徐有富徐有富(1082)(1082)(1082)(1082)、、、、張崎張崎張崎張崎(1067)(1067)(1067)(1067)、、、、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2061)(2061)(2061)(2061)、、、、江秀蘭江秀蘭江秀蘭江秀蘭(2119)(2119)(2119)(2119)、、、、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

(2060)(2060)(2060)(2060)、、、、徐朝徐朝徐朝徐朝堂堂堂堂(1120)(1120)(1120)(1120)、、、、王重元王重元王重元王重元(1119)(1119)(1119)(1119)、、、、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1126)(1126)(1126)(1126)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熊式太極拳第熊式太極拳第熊式太極拳第熊式太極拳第

一段一段一段一段))))————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謝在來謝在來謝在來謝在來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陳義壽陳義壽陳義壽陳義壽,,,,陳澤厚陳澤厚陳澤厚陳澤厚,,,,黃敏好黃敏好黃敏好黃敏好,,,,劉振田劉振田劉振田劉振田,,,,陳輝耀陳輝耀陳輝耀陳輝耀,,,,王惠霞王惠霞王惠霞王惠霞,,,,吳文欽吳文欽吳文欽吳文欽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熊氏太極刀熊氏太極刀熊氏太極刀熊氏太極刀 33333333 式式式式))))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卓淑宜卓淑宜卓淑宜卓淑宜,,,,童月華童月華童月華童月華,,,,王雲輝王雲輝王雲輝王雲輝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洪豐富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童月華童月華童月華童月華,,,,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王寶蓮,,,,徐朝堂徐朝堂徐朝堂徐朝堂,,,,王重元王重元王重元王重元,,,,林秋琴林秋琴林秋琴林秋琴,,,,詹東明詹東明詹東明詹東明,,,,王雲輝王雲輝王雲輝王雲輝    



    

46464646、、、、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辜天賜辜天賜辜天賜辜天賜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比比比賽項目賽項目賽項目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李月霞李月霞李月霞李月霞(2075)(2075)(2075)(2075)、、、、程愛卿程愛卿程愛卿程愛卿(2074)(2074)(2074)(2074)、、、、林秀姿林秀姿林秀姿林秀姿(2073)(2073)(2073)(2073)、、、、謝淑嫣謝淑嫣謝淑嫣謝淑嫣(2076)(2076)(2076)(2076)    

    

47474747、、、、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陳美麗陳美麗陳美麗陳美麗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成育真成育真成育真成育真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功夫扇功夫扇功夫扇功夫扇、、、、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

拳拳拳拳((((四四四四))))、、、、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式太極拳拳拳拳((((二二二二))))、、、、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全民全民全民全民

版版版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38383838 式太式太式太式太

極拳極拳極拳極拳、、、、646464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222 段段段段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惠容陳惠容陳惠容陳惠容(2037)(2037)(2037)(2037)、、、、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1044)(1044)(1044)(1044)、、、、林玉樹林玉樹林玉樹林玉樹(2062)(2062)(2062)(2062)、、、、蔡洪秀英蔡洪秀英蔡洪秀英蔡洪秀英(2041)(2041)(2041)(2041)、、、、林李林李林李林李

淑敏淑敏淑敏淑敏(2029)(2029)(2029)(2029)、、、、黃麗蘭黃麗蘭黃麗蘭黃麗蘭(2032)(2032)(2032)(2032)、、、、楊淑媚楊淑媚楊淑媚楊淑媚(2044)(2044)(2044)(2044)、、、、林粵卿林粵卿林粵卿林粵卿(2025)(2025)(2025)(2025)、、、、謝玉勤謝玉勤謝玉勤謝玉勤

(2036)(2036)(2036)(2036)、、、、郭秋華郭秋華郭秋華郭秋華(2043)(2043)(2043)(2043)、、、、劉美足劉美足劉美足劉美足(2021)(2021)(2021)(2021)、、、、陳足陳足陳足陳足(2034)(2034)(2034)(2034)、、、、歐陽麗華歐陽麗華歐陽麗華歐陽麗華(2030)(2030)(2030)(2030)、、、、

覃正東覃正東覃正東覃正東(1041)(1041)(1041)(1041)、、、、唐紹宸唐紹宸唐紹宸唐紹宸(1027)(1027)(1027)(1027)、、、、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1025)(1025)(1025)(1025)、、、、張蜀濤張蜀濤張蜀濤張蜀濤(1066)(1066)(1066)(1066)、、、、陳華宗陳華宗陳華宗陳華宗

(1042)(1042)(1042)(1042)、、、、蔡銘振蔡銘振蔡銘振蔡銘振((((1040)1040)1040)1040)、、、、溫麗華溫麗華溫麗華溫麗華(2033)(2033)(2033)(2033)、、、、鄭麗卿鄭麗卿鄭麗卿鄭麗卿(2031)(2031)(2031)(2031)、、、、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2020)(2020)(2020)(2020)、、、、

洪萬春洪萬春洪萬春洪萬春(1091)(1091)(1091)(1091)、、、、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1026)(1026)(1026)(1026)、、、、李朝蘭李朝蘭李朝蘭李朝蘭(2028)(2028)(2028)(2028)、、、、蔡榮木蔡榮木蔡榮木蔡榮木(1039)(1039)(1039)(1039)、、、、鄭錦華鄭錦華鄭錦華鄭錦華

(2035)(2035)(2035)(2035)、、、、林天龍林天龍林天龍林天龍(1028)(1028)(1028)(1028)、、、、孫明和孫明和孫明和孫明和(1029)(1029)(1029)(1029)、、、、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2022)(2022)(2022)(2022)、、、、阮東生阮東生阮東生阮東生(2023)(2023)(2023)(2023)、、、、

林淑珠林淑珠林淑珠林淑珠(2042)(2042)(2042)(2042)、、、、李蔡淑月李蔡淑月李蔡淑月李蔡淑月(2027)(2027)(2027)(2027)、、、、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2026)(2026)(2026)(2026)、、、、郭秀雄郭秀雄郭秀雄郭秀雄(1043)(1043)(1043)(1043)、、、、林碧林碧林碧林碧

雲雲雲雲(2104)(2104)(2104)(2104)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AAAA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蔡榮木蔡榮木蔡榮木蔡榮木,,,,蔡洪秀英蔡洪秀英蔡洪秀英蔡洪秀英,,,,林淑珠林淑珠林淑珠林淑珠,,,,蔡銘振蔡銘振蔡銘振蔡銘振,,,,覃正東覃正東覃正東覃正東,,,,楊淑媚楊淑媚楊淑媚楊淑媚,,,,溫麗華溫麗華溫麗華溫麗華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BBBB 隊隊隊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劉美足劉美足劉美足劉美足,,,,洪萬春洪萬春洪萬春洪萬春,,,,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葉真真葉真真葉真真葉真真,,,,林粵卿林粵卿林粵卿林粵卿    

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99999999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蔡馥宇    

隊員隊員隊員隊員    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李蔡淑月李蔡淑月李蔡淑月李蔡淑月,,,,李朝蘭李朝蘭李朝蘭李朝蘭,,,,林李淑敏林李淑敏林李淑敏林李淑敏,,,,歐陽麗華歐陽麗華歐陽麗華歐陽麗華,,,,鄭麗卿鄭麗卿鄭麗卿鄭麗卿,,,,黃麗蘭黃麗蘭黃麗蘭黃麗蘭    

    

48484848、、、、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周英治周英治周英治周英治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林富榮林富榮林富榮林富榮(1055)(1055)(1055)(1055)    

    

49494949、、、、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謝素貞謝素貞謝素貞謝素貞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楊啟明楊啟明楊啟明楊啟明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套路套路套路套路、、、、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陳啟榮陳啟榮陳啟榮陳啟榮(1090)(1090)(1090)(1090)、、、、曹釋文曹釋文曹釋文曹釋文(2079)(2079)(2079)(2079)    

    

50505050、、、、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臺東縣關山太極拳協會))))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沈輝麟沈輝麟沈輝麟沈輝麟    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1313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許世賢許世賢許世賢許世賢(1108)(1108)(1108)(1108)、、、、林素霞林素霞林素霞林素霞(2096)(2096)(2096)(2096)、、、、楊余石妹楊余石妹楊余石妹楊余石妹(2098)(2098)(2098)(2098)、、、、吳芳蘭吳芳蘭吳芳蘭吳芳蘭(2099)(2099)(2099)(2099)、、、、林蓮林蓮林蓮林蓮

英英英英(2097)(2097)(2097)(2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