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團體組 A1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20  取5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2
2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1
3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1
4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5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6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7 南海太極學苑
8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2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長青女子組 A1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24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58 康蓮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2 2016 吳瑞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3 2035 林淑珠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4 2059 洪秀英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5 2251 林雅華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6 2009 賴淑勉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長青男子組 A1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48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14 黃昆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2 1121 張信煌 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3 1039 盧慶和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4 1232 葉蒼珍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5 1015 林忠義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6 1137 劉勝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7 1010 陳文鋒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高中組 A1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20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09 林啟富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2 1069 鐘立偉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校
3 1110 邱瑞麒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 2111 謝佩宜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5 1111 余嘉興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國中男子組 A1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44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229 李勁豪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2 1005 閻志航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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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2 潘柏諺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1006 李祐茗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5 1001 王建安 屏東縣潮州國中
6 1228 黃奕豪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國小組 A1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08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235 黃奕愷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2 1067 林迦安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小
3 1068 蔡承峻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小
4 2003 周奕安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5 1003 李政穎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團體組 A1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32  取5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1
2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3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1
4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5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2
6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2
7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8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長青組 A1場地--第8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44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59 林永財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2 1017 周國彭 周國彭
3 2254 張巧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4 1062 蔡清泉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5 1061 潘枝松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社會女子組 A2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08:20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39 潘珮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2 2150 吳淑秋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3 2096 陳麗香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4 2050 林望愛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5 2083 黃銘珠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6 2305 陳秀琴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2018 陳麗貞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8 2034 吳秀愛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9 2152 陳月嬌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10 2323 李美鳳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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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

社會女子組 A2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08:52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29 陳淑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2 2063 陳雅惠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3 2248 吳昭瑩 南海太極學苑
4 2040 饒育榛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5 2014 劉新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6 2054 黃麗蘭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7 2148 李春蘭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8 2151 劉潭逸蓁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9 2146 蔣春美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

社會女子組 A2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09:16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44 方家家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2 2015 陳來好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3 2041 沈聖齡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2033 熊慧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5 2055 歐陽麗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6 2246 姜秀莉 南海太極學苑
7 2149 陳貞利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8 2081 薛錦燕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9 2032 蔡琇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社會男子組 A2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09:40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37 曹瑞祐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2 1025 許家騏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3 1033 陳河雄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1066 陳慶松 新北市新莊區太極拳協會
5 1030 汪治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6 1104 董玉樹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7 1024 蔡銘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8 1023 陳華宗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9 1127 賴建賓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10 1112 楊啟明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11 1138 吳銀城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

社會男子組 A2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28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20 劉金慰 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2 1050 李志強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明華班
3 1028 邱莛雄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1029 白兆廉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5 1098 許清漢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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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0 黃宏裕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7 1271 范成謙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8 1031 idi rasidi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9 1135 林德芳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10 1034 洪維澤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11 1047 陳瑞城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12 1126 徐秉弘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社會組 A2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16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34 高捷青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南門社 其他太極拳套路
2 1114 陳信成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3 1113 沈家安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4 2026 洪秀美 天合北市大武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5 2119 林妏璟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6 1016 李敦安 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社會女子組 A2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37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91 甘飛鳳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2 2084 魏鳳美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3 2043 莊雪津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2087 吳佳靜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5 2001 陳碧珠 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6 2018 陳麗貞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7 2088 黃秀惠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
8 2013 林金昭 台中市太極拳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社會男子組 A2場地--第8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00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60 陳冠宏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2 1065 魏毓良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
3 1012 賴俊枝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4 1041 石明立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5 1046 蔡濱鴻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6 1035 沈信宏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54式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 A2場地--第9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30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74 沈孟慈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2 2072 許惠蜜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3 2135 王碧霞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4 2157 林麗玲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2047 尤瀅捷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6 2062 許美幼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7 2069 蔡衣淇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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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71 林芳蘭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9 2075 鍾芝麗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10 2068 呂玉珍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1 2067 陳嘉麗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陳氏太極拳

長青組 B1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20  取1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250 魏淑卿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陳氏56式太極拳
2 1042 朱國萬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世貿中心場 陳氏38式太極拳
3 1078 陳丁鴻志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38式太極拳

其他太極拳

長青男子組 B1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36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21 張信煌 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24式太極拳
2 1226 張克彬 南海太極學苑 24式太極拳
3 1232 葉蒼珍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6式太極拳
4 1231 李良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42式太極拳
5 1039 盧慶和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6 1038 蔡榮木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7 1128 張武雄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其他太極拳

高中組 B1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08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07 張臺沼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陳氏38式太極拳
2 2005 潘靖雅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38式太極拳
3 1092 江鎮庭 彰化縣員林農工 第三套太極拳
4 2126 廖翌筑 彰化女中 第三套太極拳
5 1008 林昆慶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6 1295 沈竫樂 雲武子 42式太極拳

其他太極拳

國中組 B1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32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07 葉玉婷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42式太極拳
2 2046 何孟凡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2式太極拳
3 2006 邱家柔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38式太極拳
4 1007 潘瑋樺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38式太極拳
5 2125 曾湘婷 彰化縣大同國中 42式太極拳
6 2002 張立臻 雲林縣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24式太極拳

其他太極拳

國小組 B1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56  取1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311 邱腈慈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永芳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2 1277 劉育恩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永芳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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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4 簡巧筑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38式太極拳

其他傳統太極拳

長青組 B1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12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18 蔣林網糸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2 1136 梁成廷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西門社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3 1021 鄭子明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節
4 2027 曾鈺雯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節
5 1048 張宏毅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6 2116 劉招英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其他太極器械

長青女子組 B1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36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45 張玉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傳統太極刀
2 2261 林錦英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太極功夫扇
3 2262 簡寶珠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夕陽美功夫扇
4 2260 林麗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其他36式太極刀
5 2008 陳妤萍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乾坤扇
6 2250 魏淑卿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陳氏太極劍
7 2262 簡寶珠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武當太極劍

其他太極器械

長青男子組 B1場地--第8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00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268 本間正昭 日本 42式太極劍
2 1231 李良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42式太極劍
3 1011 王火濱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54式太極劍
4 1017 周國彭 周國彭 54式太極劍
5 1010 陳文鋒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乾坤扇
6 1226 張克彬 南海太極學苑 32式太極刀
7 1099 林富榮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太極笛

其他太極器械

高中組 B1場地--第9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24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09 林啟富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2式太極劍
2 1108 林政廷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2式太極劍
3 1092 江鎮庭 彰化縣員林農工 第三套太極劍
4 2126 廖翌筑 彰化女中 第三套太極劍
5 1106 王明樹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2式太極劍
6 1107 張臺沼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2式太極劍
7 1009 林昆融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乾坤扇
8 1008 林昆慶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太極雙刀
9 1295 沈竫樂 雲武子 42式太極劍

其他太極器械

國中女子組 B1場地--第10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48  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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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07 葉玉婷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42式太極劍
2 2125 曾湘婷 彰化縣大同國中 42式太極劍
3 2046 何孟凡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2式太極劍
4 2002 張立臻 雲林縣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42式太極劍
5 2006 邱家柔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夕陽美功夫扇

其他太極器械

國中男子組 B1場地--第1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06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06 李祐茗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32式太極刀
2 1005 閻志航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32式太極刀
3 1228 黃奕豪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夕陽美功夫扇
4 1229 李勁豪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夕陽美功夫扇
5 1007 潘瑋樺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陳氏48扇

其他太極器械

國小男子組 B1場地--第1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24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97 潘松智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太極笛
2 1096 潘垣利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太極笛
3 1004 陳宥孝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夕陽美功夫扇
4 1003 李政穎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夕陽美工夫扇
5 1096 潘垣利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楊氏太極刀
6 1097 潘松智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楊氏太極刀

其他太極器械

國小女子組 B1場地--第1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42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258 陳亭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2式太極劍
2 2259 施佳妤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2式太極劍
3 2004 簡巧筑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乾坤扇
4 2256 陳亭蓁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夕陽美功夫扇
5 2003 周奕安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24式太極棒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37式太極拳(一)

社會女子組 B2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8:20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32 尹海今 日本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2076 侍秀霞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3 2157 林麗玲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2053 溫麗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5 2030 胡秋香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6 2080 陳燕鳳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7 2036 劉美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8 2012 陳素娟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9 2152 陳月嬌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10 2139 許彩鳳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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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145 柯寓馨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潛龍社

37式太極拳(二)

社會女子組 B2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9:14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40 李惠君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2 2037 宋修雲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3 2085 薛玉璧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4 2077 黃聖雲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5 2138 陳靖潔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6 2056 鄭麗卿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7 2031 曾伍素娥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8 2014 劉新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9 2115 鄒春菊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10 2068 呂玉珍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1 2146 蔣春美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三)

社會女子組 B2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08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15 陳來好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2 2078 廖月千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3 2144 陳淑惠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4 2141 李采芩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5 2038 朱春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6 2067 陳嘉麗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2302 洪玉霞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8 2033 熊慧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9 2155 王美蓉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0 2135 王碧霞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11 2249 徐喜梅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甜蜜蜜武場

37式太極拳(四)

社會女子組 B2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02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47 尤瀅捷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2 2156 賴素惠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2097 陳美惠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4 2142 蔡增馨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5 2052 壽儀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6 2079 林亞璇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7 2034 吳秀愛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8 2069 蔡衣淇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2143 詹寶桂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10 2022 陳紅玲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11 2070 雲莉婷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12 2322 黃子桓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37式太極拳(一)

社會男子組 B2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38  取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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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43 蔡榮進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1044 黃榮國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1272 李文耀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4 1127 賴建賓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5 1132 陳冠魁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6 1028 邱莛雄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7 1016 李敦安 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8 1053 張永勤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9 1013 陳棟樑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10 1122 嘉陽与南 日本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二)

社會男子組 B2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00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13 沈家安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2 1227 陳正士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 1051 郭立民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4 1054 謝永倫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5 1273 顏金良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6 1018 吳俊進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1022 劉顯文 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武功隊
8 1045 林義順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1135 林德芳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三)

社會男子組 B2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27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36 呂嘉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2 1123 陳文龍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3 1019 梁利吉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1023 陳華宗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5 1271 范成謙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1052 莊登榮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7 1131 姚俊安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8 1114 陳信成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9 1050 李志強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明華班

10 1133 柯治源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潛龍社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陳氏太極拳

團體組 C1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20  取3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38式太極拳
2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二路
3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陳氏老架一路
4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一路

其他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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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 C1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52  取6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24式太極拳
2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24式太極拳
3 天合北市大武場 傳統13式太極拳
4 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5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1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6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2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7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2 36式太極拳
8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1 36式太極拳
9 嘉義市楊太極嘉義大學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

10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節

其他太極劍

團體組 C1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12  取5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2式太極劍
2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2式太極劍
3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42式太極劍
4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5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6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54式太極劍
7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54式太極劍
8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54式太極劍

其他太極器械

團體組 C1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00  取3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太極棒
2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太極棒
3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乾坤扇
4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夕陽美功夫扇
5 南海太極學苑 傳統太極刀

24式太極拳

高中男子組 C1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30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06 王明樹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2 1111 余嘉興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3 1108 林政廷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4 1110 邱瑞麒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24式太極拳

國小組 C1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44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13 黃愷竹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2 1234 方顗綸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 2257 黃千熏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4 2112 郭芊瑀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5 2114 黃嬿霖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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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258 陳亭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長青女子組 C1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05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09 賴淑勉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2 2019 王秀足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3 2017 劉月潔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4 2073 羅端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5 2010 林美月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8:20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23 莊邱素惠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2 2057 郭慧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3 2109 麥群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4 2120 李美錦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5 2107 童華玉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6 2122 翁金喜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7 2106 李亮璇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8 2137 楊雅熙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9 2061 王金蓮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10 2049 陳桂香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11 2121 郭貴蘭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 C2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9:08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77 游東達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2 1074 賴均祐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3 1085 管炳光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4 1073 戴啓明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5 1124 呂曉川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6 1036 呂嘉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8 1116 陳銘堂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9 1115 鄒開隆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10 1075 孫國鑫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11 1117 陳龍騰 高雄市武宗學會
12 1129 張聰文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13 1125 陳建龍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24式太極拳

社會組 C2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9:56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20 劉金慰 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2 2095 劉澤瑩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 1040 董世明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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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72 許惠蜜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5 1138 吳銀城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6 2099 曾宥惠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42式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17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63 陳雅惠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2 2093 楊秀玲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3 2062 許美幼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4 2124 李綉棉 高雄市武宗學會
5 2094 皮寶鈿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6 2092 黃怡瑛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其他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 C2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41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89 陳宥崴 彰化縣漢宇武學 自選太極拳
2 1275 張晉瑋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3 1076 賴添能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42式太極拳
4 1144 呂哲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42式太極拳
5 1274 涂嘉村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6 1276 簡榮增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42式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05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82 周惠昭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2 2247 歐碧淳 南海太極學苑
3 2302 洪玉霞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2109 麥群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5 2093 楊秀玲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6 2094 皮寶鈿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7 2246 姜秀莉 南海太極學苑
8 2044 方家家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其他太極劍1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29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00 王錦雲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2式太極劍
2 2095 劉澤瑩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2太極劍
3 2028 朱淑蓮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52式太極劍
4 2023 陳毓秀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52式太極劍
5 2098 劉麗琴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2式太極劍
6 2101 劉怡玲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32式太極劍
7 2110 蔡育萍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兩儀劍

其他太極劍2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8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53  取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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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66 黃美雲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大學場 陳氏太極劍
2 2064 林宜錦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世貿中心場 陳氏太極劍
3 2065 邵聖允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大學場 陳氏太極劍
4 2147 劉靜芳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陳氏太極劍
5 2306 蘇明麗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劍
6 2307 黃偉音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劍
7 2138 陳靖潔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易簡太極劍
8 2124 李綉棉 高雄市武宗學會 武當49太極劍

其他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 C2場地--第9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00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44 黃榮國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2 1045 林義順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3 1076 賴添能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42式太極劍
4 1064 陳建州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42式太極劍
5 1273 顏金良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6 1124 呂曉川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54式太極劍
7 1066 陳慶松 新北市新莊區太極拳協會 42式太極劍

太極刀

社會女子組 C2場地--第10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24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43 莊雪津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傳統太極刀
2 2042 易柔均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傳統太極刀
3 2089 李雅萱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4 2090 昌靖芸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5 2051 蔡鶯美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傳統太極刀
6 2086 盧美育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楊氏太極刀
7 2022 陳紅玲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32式太極刀

太極刀

社會男子組 C2場地--第1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48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74 賴均祐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2 1071 張惟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3 1072 昌柏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4 1073 戴啓明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刀36式
5 1103 陳錦演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32式太極刀
6 1105 林明棟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傳統太極刀
7 1047 陳瑞城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楊氏太極刀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37式太極拳(一)

團體組 D1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2:20  取5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2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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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4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5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1
7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8 台南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

37式太極拳(二)

團體組 D1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3:32  取4名
賽序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3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2
5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6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一)

長青女子組 D1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4:35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253 李貞滿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2 2011 何秀麗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3 2017 劉月潔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4 2304 許秀鳳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2060 李蔡淑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6 2045 張玉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7 2136 陳貞貞 台北市鄭子太極拳學會
8 2255 毛菊梅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9 2117 沈素花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37式太極拳(二)

長青女子組 D1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20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58 康蓮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2 2116 劉招英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3 2010 林美月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4 2133 葉麗瑛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

協會
5 2252 楊樹花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6 2254 張巧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7 2021 鍾惠容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8 2303 劉木蘭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一)

長青男子組 D1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5:56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58 王富章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1056 張台順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1012 賴俊枝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14 / 17



 
4 1038 蔡榮木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5 1011 王火濱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6 1002 林鎮安 國立中興大學太極拳社
7 1136 梁成廷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西門社
8 1268 本間正昭 日本

37式太極拳(二)

長青男子組 D1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8 預估時間：16:32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61 潘枝松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2 1270 賴金鳴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1014 黃昆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4 1057 謝明修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1134 高捷青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南門社
6 1233 黃德仁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7 1063 宋建谷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8 1055 張俊賓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陳氏38式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D2場地--第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8:20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20 李惠心 新營社區大學
2 2105 章貞敏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3 2065 邵聖允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大學場
4 2090 昌靖芸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5 2064 林宜錦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世貿中心場
6 2066 黃美雲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大學場
7 2089 李雅萱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38式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2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8:52  取6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19 顏振興 高雄市武宗學會
2 1102 曾國輝 曾國輝
3 1027 何順天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4 1104 董玉樹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5 1093 李侑道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6 1072 昌柏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7 1126 徐秉弘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8 1026 蔡秉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9 1081 曾裕仁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10 1101 符光南 聯電太極拳社
11 1071 張惟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12 1087 李窓榮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13 1083 鄭彥君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14 1049 朱俊雄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陳氏老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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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3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9:48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94 黃柄衫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陳氏新架一路
2 1084 張軒彬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一路
3 1095 劉夏昌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陳氏老架一路
4 1105 林明棟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5 1230 黃奕彰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陳氏老架一路

陳氏老架二路

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4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12  取3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86 鍾國楨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2 1082 曾鉦元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3 1088 郭炳福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4 1079 楊敏華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5 1080 安古那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其他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D2場地--第5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0:36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02 廖素敏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二路
2 2104 公淑蘭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二路
3 2110 蔡育萍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拳老架
4 2103 鄭家齊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老架一路
5 2306 蘇明麗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6 2307 黃偉音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7 2147 劉靜芳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陳氏新架一路
8 2308 吳玉仙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趙堡太極拳忽雷架

陳氏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6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08  取1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90 李春境 彰化縣漢宇武學 規定陳式太極拳
2 1100 陳誌浚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 陳氏56式太極拳
3 1091 程重嘉 彰化縣漢宇武學 規定陳式太極拳

陳氏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7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24  取5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49 朱俊雄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陳氏49劍
2 1101 符光南 聯電太極拳社 陳氏49劍
3 1083 鄭彥君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太極劍
4 1079 楊敏華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太極劍
5 1080 安古那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太極劍
6 1081 曾裕仁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太極劍
7 1090 李春境 彰化縣漢宇武學 規定陳氏太極劍
8 1027 何順天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陳氏49劍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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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D2場地--第8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1:48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140 殷宗義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2 1141 林順田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3 1139 薛友禎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4 1143 林延錚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5 2153 黃美華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6 1142 易進鈞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D2場地--第9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00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026 洪秀美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三節
2 2024 楊淑貴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三節
3 2028 朱淑蓮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四節
4 2025 陳秀蘭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四節
5 2023 陳毓秀 天合北市大武場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二節
6 2020 李惠心 新營社區大學 楊家老架太極拳

其他太極器械

社會女子組 D2場地--第10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27  取1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2108 賴淑芬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陳氏太極扇
2 2081 薛錦燕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太極棒
3 2082 周惠昭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太極棒

其他太極器械

社會男子組 D2場地--第11場次  比賽日期106-04-09 預估時間：13:39  取4名
賽序 背號 姓名 單位名稱 得分 名次 備註

1 1098 許清漢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太極笛
2 1025 許家騏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太極功夫扇
3 1060 陳冠宏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太極棒
4 1272 李文耀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13式太極棒
5 1117 陳龍騰 高雄市武宗學會 春秋大刀
6 1118 朱心利 高雄市武宗學會 春秋大刀
7 1026 蔡秉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陳氏太極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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