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108108108----04040404----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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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詹金生詹金生詹金生詹金生(1017)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2    葉蒼珍葉蒼珍葉蒼珍葉蒼珍(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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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宋建谷(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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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聰耀林聰耀林聰耀林聰耀(1108)    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        
5    林正元林正元林正元林正元(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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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

會會會會)        
6    袁尊福袁尊福袁尊福袁尊福(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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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尤文良尤文良尤文良尤文良(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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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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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許金海(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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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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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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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40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志誠陳志誠陳志誠陳志誠(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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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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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劉萬興劉萬興劉萬興劉萬興(1107)    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        
4    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成清吉(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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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陳世煌陳世煌陳世煌陳世煌(1128)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6    白兆廉白兆廉白兆廉白兆廉(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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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林永仁林永仁林永仁林永仁(1169)    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        
8    洪振能洪振能洪振能洪振能(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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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1170)    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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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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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2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蔡淑月蔡淑月蔡淑月蔡淑月(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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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藍秀姿藍秀姿藍秀姿藍秀姿(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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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吳真真吳真真吳真真吳真真(2013)    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4    白雪珊白雪珊白雪珊白雪珊(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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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林久媺林久媺林久媺林久媺(2121)    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        
6    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王玉燕(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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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康照卿康照卿康照卿康照卿(2164)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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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52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謝秀枝謝秀枝謝秀枝謝秀枝(2023)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2    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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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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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賢英陳賢英陳賢英陳賢英(2165)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游麗霞游麗霞游麗霞游麗霞(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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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潘育英潘育英潘育英潘育英(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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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江秀蘭江秀蘭江秀蘭江秀蘭(2174)    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南投縣埔里鎮晨光太極拳早覺會太極拳早覺會太極拳早覺會太極拳早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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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24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楊適萊楊適萊楊適萊楊適萊(1212)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張立臻張立臻張立臻張立臻(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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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孫士桓孫士桓孫士桓孫士桓(1080)    私立美和高中私立美和高中私立美和高中私立美和高中    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4    李穆平李穆平李穆平李穆平(1213)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5    張俐穎張俐穎張俐穎張俐穎(2063)    新竹市香山高新竹市香山高新竹市香山高新竹市香山高中中中中    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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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48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鄭基愷鄭基愷鄭基愷鄭基愷(1025)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2    莊朝富莊朝富莊朝富莊朝富(1032)    新竹縣光明國小新竹縣光明國小新竹縣光明國小新竹縣光明國小        
3    廖祐德廖祐德廖祐德廖祐德(1029)    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        
4    謝柏諺謝柏諺謝柏諺謝柏諺(1195)    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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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04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懿慧林懿慧林懿慧林懿慧(2183)    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        
2    陳芝羽陳芝羽陳芝羽陳芝羽(2032)    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        
3    陳薈羽陳薈羽陳薈羽陳薈羽(2041)    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        
5    陳子祈陳子祈陳子祈陳子祈(2033)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6    楊安妤楊安妤楊安妤楊安妤(2035)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6    楊家妍楊家妍楊家妍楊家妍(2038)    新竹市載熙國小新竹市載熙國小新竹市載熙國小新竹市載熙國小        
7    彭意晴彭意晴彭意晴彭意晴(2034)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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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36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睿寬陳睿寬陳睿寬陳睿寬(1031)    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        
2    劉澤毅劉澤毅劉澤毅劉澤毅(1194)    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        
3    陳承宏陳承宏陳承宏陳承宏(1030)    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        
4    蔡尚耘蔡尚耘蔡尚耘蔡尚耘(1026)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5    陳冠翔陳冠翔陳冠翔陳冠翔(1028)    新竹市民富國小新竹市民富國小新竹市民富國小新竹市民富國小        
6    王端寬王端寬王端寬王端寬(1027)    新竹市龍山國小新竹市龍山國小新竹市龍山國小新竹市龍山國小        
7    陳映丞陳映丞陳映丞陳映丞(1024)    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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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A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08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高于蓉高于蓉高于蓉高于蓉(2182)    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        
2    陳品云陳品云陳品云陳品云(2031)    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新竹市舊社國小        
3    邱郁庭邱郁庭邱郁庭邱郁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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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王天愛王天愛王天愛王天愛(2036)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5    施以真施以真施以真施以真(2049)    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        
6    高鈺鈞高鈺鈞高鈺鈞高鈺鈞(2043)    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        
7    吳佩昕吳佩昕吳佩昕吳佩昕(2040)    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        
8    郭蕎榛郭蕎榛郭蕎榛郭蕎榛(2039)    新竹市建功國小新竹市建功國小新竹市建功國小新竹市建功國小        
9    蔡佩岑蔡佩岑蔡佩岑蔡佩岑(2181)    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潮和國小        
10    曾彥慈曾彥慈曾彥慈曾彥慈(2037)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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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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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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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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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54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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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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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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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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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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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39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衛德張衛德張衛德張衛德(1093)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2    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1131)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何貴豐何貴豐何貴豐何貴豐(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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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黃家懋黃家懋黃家懋黃家懋(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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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王富章(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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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欽發林欽發林欽發林欽發(1189)    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李朝貴李朝貴李朝貴李朝貴(1016)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8    吳界福吳界福吳界福吳界福(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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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吳秉承吳秉承吳秉承吳秉承(1227)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24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冠魁陳冠魁陳冠魁陳冠魁(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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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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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詹瑞賢詹瑞賢詹瑞賢詹瑞賢(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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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施光明施光明施光明施光明(1138)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白兆廉白兆廉白兆廉白兆廉(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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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邱來續邱來續邱來續邱來續(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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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梁成廷(1170)    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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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麥克強麥克強麥克強麥克強(1094)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0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江量江量江量江量(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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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吳秀愛(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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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詹寶桂詹寶桂詹寶桂詹寶桂(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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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史華珠史華珠史華珠史華珠(2106)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5    林佳蓉林佳蓉林佳蓉林佳蓉(2109)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6    鍾惠容鍾惠容鍾惠容鍾惠容(2133)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吳玉真吳玉真吳玉真吳玉真(2203)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8    李雅涵李雅涵李雅涵李雅涵(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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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李采芩李采芩李采芩李采芩(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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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莊慧伶莊慧伶莊慧伶莊慧伶(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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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B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45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慧碧張慧碧張慧碧張慧碧(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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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郭來匏郭來匏郭來匏郭來匏(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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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

會會會會)        
3    陳紅玲陳紅玲陳紅玲陳紅玲(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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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張沛祺張沛祺張沛祺張沛祺(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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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傅清純傅清純傅清純傅清純(2105)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6    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宋修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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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朱麗華朱麗華朱麗華朱麗華(2104)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8    許彩鳳許彩鳳許彩鳳許彩鳳(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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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林王逢能林王逢能林王逢能林王逢能

(2128)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0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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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14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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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    

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太極棒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26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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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氏流暢劉氏流暢劉氏流暢劉氏流暢 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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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氏流暢劉氏流暢劉氏流暢劉氏流暢 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3    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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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4    風禾公園社風禾公園社風禾公園社風禾公園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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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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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張三豐太極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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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56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2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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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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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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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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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44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曾德運曾德運曾德運曾德運(1200)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2    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段富珍(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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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陳柏宏(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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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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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白宇文白宇文白宇文白宇文(1286)    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        
6    賴敏榮賴敏榮賴敏榮賴敏榮(1036)    賴敏榮賴敏榮賴敏榮賴敏榮(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7    陳良政陳良政陳良政陳良政(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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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林國璋林國璋林國璋林國璋(1112)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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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16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邱綉閨邱綉閨邱綉閨邱綉閨(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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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賴淑勉(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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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劉秀郁劉秀郁劉秀郁劉秀郁(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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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許秀蓮許秀蓮許秀蓮許秀蓮(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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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張張張張 慎慎慎慎(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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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余少玲(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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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徐苙容(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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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4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楊卉庭楊卉庭楊卉庭楊卉庭(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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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林柏穎林柏穎林柏穎林柏穎(1270)    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李承翰李承翰李承翰李承翰(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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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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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02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陳雲湄(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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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張足張足張足張足(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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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長青女長青女長青女子子子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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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23232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1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李承翰李承翰李承翰李承翰(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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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睿寬陳睿寬陳睿寬陳睿寬(1031)    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        
3    林柏穎林柏穎林柏穎林柏穎(1270)    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        

323232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國小女子組國小女子組國小女子組國小女子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3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王天愛王天愛王天愛王天愛(2036)    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李姿儀李姿儀李姿儀李姿儀(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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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    陳心婕陳心婕陳心婕陳心婕(2042)    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4    楊卉庭楊卉庭楊卉庭楊卉庭(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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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5    高鈺鈞高鈺鈞高鈺鈞高鈺鈞(2043)    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23232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國高中組國高中組國高中組國高中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48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曾子郡曾子郡曾子郡曾子郡(1013)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張俐穎張俐穎張俐穎張俐穎(2063)    新竹市香山高中新竹市香山高中新竹市香山高中新竹市香山高中    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    葉丞紜葉丞紜葉丞紜葉丞紜(2044)    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    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4    楊皓崴楊皓崴楊皓崴楊皓崴(1034)    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    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0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景彬林景彬林景彬林景彬(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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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江英桃江英桃江英桃江英桃(2218)    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    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陳威翔(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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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4    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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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C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12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克彬張克彬張克彬張克彬(1091)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武武武武當劍當劍當劍當劍    
2    朱國萬朱國萬朱國萬朱國萬(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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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3    魏淑卿魏淑卿魏淑卿魏淑卿(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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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4    劉進秀劉進秀劉進秀劉進秀(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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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49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5    史華珠史華珠史華珠史華珠(2106)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    

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蔡鶯美(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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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魏淑卿魏淑卿魏淑卿魏淑卿(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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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黃美雲黃美雲黃美雲黃美雲(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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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4    劉蓮梅劉蓮梅劉蓮梅劉蓮梅(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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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5    姚貝霙姚貝霙姚貝霙姚貝霙(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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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6    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詹勇男(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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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式太式太式太極拳極拳極拳極拳    

7    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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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32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郭木在郭木在郭木在郭木在(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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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2    呂素足呂素足呂素足呂素足(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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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3    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2185)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4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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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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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素秋江素秋江素秋江素秋(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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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56 式式式式    
3    林景彬林景彬林景彬林景彬(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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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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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粘麗敏粘麗敏粘麗敏粘麗敏(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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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    
5    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魏有謀(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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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56 式式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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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4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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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2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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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2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2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藝協會藝協會藝協會)    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    
3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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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46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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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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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04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許淑賢許淑賢許淑賢許淑賢(2137)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2    余茂生余茂生余茂生余茂生(1129)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3    張以冠張以冠張以冠張以冠(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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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4    白天賜白天賜白天賜白天賜(1058)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    
5    陳紅玲陳紅玲陳紅玲陳紅玲(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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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61 式傳統太極刀式傳統太極刀式傳統太極刀式傳統太極刀    

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22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白桂全(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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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    
2    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楊天錫(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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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52 式太極功夫扇式太極功夫扇式太極功夫扇式太極功夫扇    

3    林國璋林國璋林國璋林國璋(1112)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太極功夫扇太極功夫扇太極功夫扇太極功夫扇    
4    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洪洋華(2185)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5    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林正松(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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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陳式太極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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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40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克彬張克彬張克彬張克彬(1091)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傅幼慧傅幼慧傅幼慧傅幼慧(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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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林富榮林富榮林富榮林富榮(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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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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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48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立臻張立臻張立臻張立臻(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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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昌靖淳昌靖淳昌靖淳昌靖淳(2192)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高中女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張勝硯張勝硯張勝硯張勝硯(1005)    張勝硯張勝硯張勝硯張勝硯(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4    彭翊博彭翊博彭翊博彭翊博(1035)    新竹縣六家高中新竹縣六家高中新竹縣六家高中新竹縣六家高中    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高中男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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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04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羅品勛羅品勛羅品勛羅品勛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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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馬睿輿馬睿輿馬睿輿馬睿輿
(1209)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李姿儀李姿儀李姿儀李姿儀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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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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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12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心婕陳心婕陳心婕陳心婕(2042)    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鄭螢榆鄭螢榆鄭螢榆鄭螢榆(2191)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3    蘇苡珈蘇苡珈蘇苡珈蘇苡珈(2158)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藝協會藝協會藝協會)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4    朱宥恩朱宥恩朱宥恩朱宥恩(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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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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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2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潘泰辰潘泰辰潘泰辰潘泰辰(1056)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2    李政穎李政穎李政穎李政穎(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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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 式太式太式太式太
極拳極拳極拳極拳    

3    洪睿謙洪睿謙洪睿謙洪睿謙(1148)    路竹國小路竹國小路竹國小路竹國小(高高高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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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36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彭琦庭彭琦庭彭琦庭彭琦庭(2016)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林士騏林士騏林士騏林士騏(1054)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3    趙淇楓趙淇楓趙淇楓趙淇楓(1208)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國中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4    葉丞紜葉丞紜葉丞紜葉丞紜(2044)    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    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全民版 13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5    彭琦庭彭琦庭彭琦庭彭琦庭(2016)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國中女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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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0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洪睿謙洪睿謙洪睿謙洪睿謙(1148)    路竹國小路竹國小路竹國小路竹國小(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    

2    李政穎李政穎李政穎李政穎(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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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3    朱宥恩朱宥恩朱宥恩朱宥恩(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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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國小高年級女子::太極養生扇太極養生扇太極養生扇太極養生扇    

4    黃耀緯黃耀緯黃耀緯黃耀緯(1271)    桃桃桃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園市北勢國民小學園市北勢國民小學園市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國小高年級男子::夕陽美功夫扇夕陽美功夫扇夕陽美功夫扇夕陽美功夫扇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D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12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朱心利(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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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春秋大刀    
2    何貴豐何貴豐何貴豐何貴豐(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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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13 式太極棍式太極棍式太極棍式太極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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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男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男子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0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曾子郡曾子郡曾子郡曾子郡(1013)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2    吳政寬吳政寬吳政寬吳政寬(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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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陳齊偉陳齊偉陳齊偉陳齊偉(1012)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4    楊閎崴楊閎崴楊閎崴楊閎崴(1033)    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        
5    王健安王健安王健安王健安(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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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蔡羽鈞蔡羽鈞蔡羽鈞蔡羽鈞(1037)    新竹市培英國中新竹市培英國中新竹市培英國中新竹市培英國中        
7    黃詠翔黃詠翔黃詠翔黃詠翔(1011)    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8    楊皓崴楊皓崴楊皓崴楊皓崴(1034)    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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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32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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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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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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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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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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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台北市至安太極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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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2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葉双鳳葉双鳳葉双鳳葉双鳳(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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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2    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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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長青長青長青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3    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蔡春枝(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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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4    林維明林維明林維明林維明(1171)    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西門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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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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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34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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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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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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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48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福智陳福智陳福智陳福智(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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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2    林冠毅林冠毅林冠毅林冠毅(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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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3    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李玉梅(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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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4    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賴俊枝(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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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5    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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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太極拳新北市太極拳新北市太極拳新北市太極拳
總會總會總會總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6    李包李包李包李包(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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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2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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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團體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1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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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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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長青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36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呂麗仙呂麗仙呂麗仙呂麗仙(2091)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2    范揚景范揚景范揚景范揚景(1059)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3    李青樺李青樺李青樺李青樺(2159)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4    許雅晴許雅晴許雅晴許雅晴(1060)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5    何正惠何正惠何正惠何正惠(2074)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長青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6    白天賜白天賜白天賜白天賜(1058)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長青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03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何予樂何予樂何予樂何予樂(2072)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2    蘇濬承蘇濬承蘇濬承蘇濬承(1057)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3    林弘軒林弘軒林弘軒林弘軒(1055)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國小低年級男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4    賴映絜賴映絜賴映絜賴映絜(2073)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國小低年級女子::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組組組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21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序賽序賽序賽序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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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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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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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男子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5:42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欽發林欽發林欽發林欽發(1189)    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陳中和(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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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新北市太極拳總

會會會會)        
3    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王火濱(1131)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吳秉承吳秉承吳秉承吳秉承(1227)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5    黃昆樹黃昆樹黃昆樹黃昆樹(1190)    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周國彭(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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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長青女子組    E1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3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6:03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王寶珠(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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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賴杏華賴杏華賴杏華賴杏華(2048)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3    劉新劉新劉新劉新(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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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何秀麗何秀麗何秀麗何秀麗(2140)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溫瑞梅(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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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張蘭英張蘭英張蘭英張蘭英(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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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高麗貞高麗貞高麗貞高麗貞(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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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則以大則以大則以大則以大    
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競賽順序表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108108108----04040404----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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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預估預估預估時間時間時間時間：：：：8:20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志鴻林志鴻林志鴻林志鴻(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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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明志林明志林明志林明志(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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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汪治平汪治平汪治平汪治平(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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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條源吳條源吳條源吳條源(1269)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石明寶石明寶石明寶石明寶(1222)    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劉文智劉文智劉文智劉文智(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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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張慶坤張慶坤張慶坤張慶坤(1014)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8    蔡良輝蔡良輝蔡良輝蔡良輝(1287)    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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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8:52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徐國柱徐國柱徐國柱徐國柱(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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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范成謙范成謙范成謙范成謙(1163)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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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張嘉勳張嘉勳張嘉勳張嘉勳(1151)    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        
5    孟範德孟範德孟範德孟範德(1039)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6    邵偉光邵偉光邵偉光邵偉光(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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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昌柏丞昌柏丞昌柏丞昌柏丞(1211)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8    黃勝鑑黃勝鑑黃勝鑑黃勝鑑(1042)    彰化縣太彰化縣太彰化縣太彰化縣太極拳總會極拳總會極拳總會極拳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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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24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惟鈞張惟鈞張惟鈞張惟鈞(1210)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2    林健南林健南林健南林健南(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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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豪瑋王豪瑋王豪瑋王豪瑋(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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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功炎林功炎林功炎林功炎(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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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陳泰丞陳泰丞陳泰丞陳泰丞(1099)    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         
6    許清照許清照許清照許清照(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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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陳慶松陳慶松陳慶松陳慶松(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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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魏毓良魏毓良魏毓良魏毓良(1147)    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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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56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秀連張秀連張秀連張秀連(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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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余秋英余秋英余秋英余秋英(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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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吉妹吉妹吉妹吉妹(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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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哲秀林哲秀林哲秀林哲秀(2051)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5    林王逢能林王逢能林王逢能林王逢能

(2128)    新新新新港公園太極拳港公園太極拳港公園太極拳港公園太極拳        
6    林佳潓林佳潓林佳潓林佳潓(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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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潘珮淳潘珮淳潘珮淳潘珮淳(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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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丁美利丁美利丁美利丁美利(2058)    揚子中學揚子中學揚子中學揚子中學        
9    陳淑芬陳淑芬陳淑芬陳淑芬(2018)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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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36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吳冠蓁吳冠蓁吳冠蓁吳冠蓁(2252)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謝碧雪謝碧雪謝碧雪謝碧雪(2020)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3    林紅卿林紅卿林紅卿林紅卿(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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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李麗秋李麗秋李麗秋李麗秋(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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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易帖易帖易帖易帖(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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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惠敏林惠敏林惠敏林惠敏(2086)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7    吳淑芳吳淑芳吳淑芳吳淑芳(2217)    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8    陳淑娟陳淑娟陳淑娟陳淑娟(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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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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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貝雪玲貝雪玲貝雪玲貝雪玲(2055)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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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16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文霞林文霞林文霞林文霞(2085)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2    林秀女林秀女林秀女林秀女(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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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幸美李幸美李幸美李幸美(2194)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4    吳昭瑩吳昭瑩吳昭瑩吳昭瑩(2161)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方家家方家家方家家方家家(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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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碧美高碧美高碧美高碧美(2053)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7    梁少珍梁少珍梁少珍梁少珍(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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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劉宛玲劉宛玲劉宛玲劉宛玲(2151)    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        
9    黃靜平黃靜平黃靜平黃靜平(2012)    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10    蕭蔡美玲蕭蔡美玲蕭蔡美玲蕭蔡美玲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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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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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48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守菀林守菀林守菀林守菀(2056)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2    謝鴻華謝鴻華謝鴻華謝鴻華(2193)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3    蔡箴霓蔡箴霓蔡箴霓蔡箴霓(2054)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4    馬世蓮馬世蓮馬世蓮馬世蓮(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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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李佳臻李佳臻李佳臻李佳臻(2261)    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        
6    林津慧林津慧林津慧林津慧(2019)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7    周惠昭周惠昭周惠昭周惠昭(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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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江佳珊江佳珊江佳珊江佳珊(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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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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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吳彥良吳彥良吳彥良吳彥良(1153)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2    洪宗源洪宗源洪宗源洪宗源(1161)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3    趙瑞雄趙瑞雄趙瑞雄趙瑞雄(1001)    嘉工武場嘉工武場嘉工武場嘉工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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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秉奇吳秉奇吳秉奇吳秉奇(1152)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楊家老架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A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18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羅玉真羅玉真羅玉真羅玉真(2089)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2    李秀琴李秀琴李秀琴李秀琴(2075)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3    江玫嬛江玫嬛江玫嬛江玫嬛(2260)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4    廖鳯珠廖鳯珠廖鳯珠廖鳯珠(2090)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5    林秋香林秋香林秋香林秋香(2077)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6    邱美文邱美文邱美文邱美文(2160)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8:2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林世永林世永林世永林世永(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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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龔順和龔順和龔順和龔順和(1135)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    蔡文祥蔡文祥蔡文祥蔡文祥(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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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文安陳文安陳文安陳文安(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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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沈信宏沈信宏沈信宏沈信宏(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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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楊明政楊明政楊明政楊明政(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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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莊宏溢莊宏溢莊宏溢莊宏溢(1219)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8    李升陽李升陽李升陽李升陽(1136)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陳鴻文陳鴻文陳鴻文陳鴻文(1234)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10    張瑞恒張瑞恒張瑞恒張瑞恒(1140)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1    賴文振賴文振賴文振賴文振(1282)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12    馮精傑馮精傑馮精傑馮精傑(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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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14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1149)    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桃園市順緣桃園市順緣桃園市順緣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太極拳協會太極拳協會太極拳協會)        
2    孔維江孔維江孔維江孔維江(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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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許家騰許家騰許家騰許家騰(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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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嘉榮陳嘉榮陳嘉榮陳嘉榮(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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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吳條源吳條源吳條源吳條源(1269)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陳俊斌陳俊斌陳俊斌陳俊斌(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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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范成謙范成謙范成謙范成謙(1163)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8    曾國新曾國新曾國新曾國新(1134)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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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紀政池紀政池紀政池紀政池(1139)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1    倪宗德倪宗德倪宗德倪宗德(1230)    苗栗縣順苗栗縣順苗栗縣順苗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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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曾正龍曾正龍曾正龍曾正龍(1217)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08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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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賴永誠賴永誠賴永誠賴永誠(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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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劉銘淙劉銘淙劉銘淙劉銘淙(1137)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林奇村林奇村林奇村林奇村(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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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鄧吉富鄧吉富鄧吉富鄧吉富(1113)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6    梁利吉梁利吉梁利吉梁利吉(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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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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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方國騰方國騰方國騰方國騰(1150)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9    林保安林保安林保安林保安(1245)    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        
10    何裕斌何裕斌何裕斌何裕斌(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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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張景昌張景昌張景昌張景昌(1141)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02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梁桂鴻梁桂鴻梁桂鴻梁桂鴻(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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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吳昭成吳昭成吳昭成吳昭成(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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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楊國偃楊國偃楊國偃楊國偃(1133)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蔡志忠蔡志忠蔡志忠蔡志忠(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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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曾壽曾壽曾壽曾壽(1164)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孫連發孫連發孫連發孫連發(1132)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鄭國村鄭國村鄭國村鄭國村(1220)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8    黃振益黃振益黃振益黃振益(1196)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9    邱奕煥邱奕煥邱奕煥邱奕煥(1076)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10    許榮貴許榮貴許榮貴許榮貴(1228)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11    康瑞容康瑞容康瑞容康瑞容(1098)    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台灣廣易活力太極協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三三三三))))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組組組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姜翔齡姜翔齡姜翔齡姜翔齡(2202)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2    王苓如王苓如王苓如王苓如(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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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張芳菱張芳菱張芳菱張芳菱(2127)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傅凱如傅凱如傅凱如傅凱如(2141)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劉澤瑩劉澤瑩劉澤瑩劉澤瑩(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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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美君林美君林美君林美君(2148)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薛玉璧薛玉璧薛玉璧薛玉璧(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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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張張張張 珍珍珍珍(2134)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王文郁王文郁王文郁王文郁(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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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呂秀束呂秀束呂秀束呂秀束(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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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賴美雲賴美雲賴美雲賴美雲(2204)    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新港公園太極拳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四四四四))))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B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36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鍾宜臻鍾宜臻鍾宜臻鍾宜臻(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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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楊珍珍楊珍珍楊珍珍楊珍珍(2200)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3    吳佩璇吳佩璇吳佩璇吳佩璇(2163)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4    唐孝英唐孝英唐孝英唐孝英(2145)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劉淑玲劉淑玲劉淑玲劉淑玲(2011)    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芝齡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6    陳怡靜陳怡靜陳怡靜陳怡靜(2122)    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        
7    王碧霞王碧霞王碧霞王碧霞(2228)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8    陳惠珍陳惠珍陳惠珍陳惠珍(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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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李惠君李惠君李惠君李惠君(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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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伍雲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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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張麗敏張麗敏張麗敏張麗敏(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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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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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預預預估時間估時間估時間估時間：：：：8:2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戴啓明戴啓明戴啓明戴啓明(1207)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2    江原聰江原聰江原聰江原聰(1015)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3    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劉醇村(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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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鍾國楨鍾國楨鍾國楨鍾國楨(1199)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5    吳景茂吳景茂吳景茂吳景茂(1244)    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        
6    陳元彰陳元彰陳元彰陳元彰(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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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林保安林保安林保安林保安(1245)    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        
8    洪國森洪國森洪國森洪國森(1130)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9    黃宏黃宏黃宏黃宏裕裕裕裕(1206)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10    張顥瀗張顥瀗張顥瀗張顥瀗(1124)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11    游東達游東達游東達游東達(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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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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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08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王金蓮王金蓮王金蓮王金蓮(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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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薛錦燕薛錦燕薛錦燕薛錦燕(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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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陳佩文陳佩文陳佩文陳佩文(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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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秀香林秀香林秀香林秀香(2113)    東勢區東勢區東勢區東勢區(台中市直台中市直台中市直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轄市太極拳協會轄市太極拳協會轄市太極拳協會)        
5    吳幼女吳幼女吳幼女吳幼女(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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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吳蕊萍吳蕊萍吳蕊萍吳蕊萍(2150)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7    賴晏柔賴晏柔賴晏柔賴晏柔(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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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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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4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曾小紅曾小紅曾小紅曾小紅(2136)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2    劉澤瑩劉澤瑩劉澤瑩劉澤瑩(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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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阮麗幸阮麗幸阮麗幸阮麗幸(2052)    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4    邱歆茹邱歆茹邱歆茹邱歆茹(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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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陳雅惠陳雅惠陳雅惠陳雅惠(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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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李淑慧李淑慧李淑慧李淑慧(2022)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7    王美月王美月王美月王美月(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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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12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顥瀗張顥瀗張顥瀗張顥瀗(1124)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2    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許志興(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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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黃國宏黃國宏黃國宏黃國宏(1226)    五股太極五股太極五股太極五股太極拳協會拳協會拳協會拳協會        
4    鄭志明鄭志明鄭志明鄭志明(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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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彭嘉祥彭嘉祥彭嘉祥彭嘉祥(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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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廖江台廖江台廖江台廖江台(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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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3636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33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彭明雅彭明雅彭明雅彭明雅(2219)    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2    邱歆茹邱歆茹邱歆茹邱歆茹(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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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2025)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會會會        
4    林瑞能林瑞能林瑞能林瑞能(2101)    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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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49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名名名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禎麟張禎麟張禎麟張禎麟(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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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湯富裕湯富裕湯富裕湯富裕(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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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陳昱呈陳昱呈陳昱呈陳昱呈(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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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64 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式太極拳第 1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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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57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彭明雅彭明雅彭明雅彭明雅(2219)    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2    許惠珍許惠珍許惠珍許惠珍(2215)    五股太極拳協會五股太極拳協會五股太極拳協會五股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24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3    張佳宜張佳宜張佳宜張佳宜(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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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4    林寶密林寶密林寶密林寶密(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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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42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5    廖美雪廖美雪廖美雪廖美雪(2170)    花蓮縣太極學堂發展協會花蓮縣太極學堂發展協會花蓮縣太極學堂發展協會花蓮縣太極學堂發展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易簡太極拳易簡太極拳易簡太極拳易簡太極拳    
6    楊玲玲楊玲玲楊玲玲楊玲玲(2201)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傳統版 13 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勢太極拳    

    

    

    



424242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13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芬萍陳芬萍陳芬萍陳芬萍(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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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惠昭周惠昭周惠昭周惠昭(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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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張佳宜張佳宜張佳宜張佳宜(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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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王豫梅王豫梅王豫梅王豫梅(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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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涂靜瑄涂靜瑄涂靜瑄涂靜瑄(2220)    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6    陳雪銀陳雪銀陳雪銀陳雪銀(2047)    桃園市太桃園市太桃園市太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極拳總會極拳總會極拳總會        
7    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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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陳惠珍陳惠珍陳惠珍陳惠珍(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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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37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石明寶石明寶石明寶石明寶(1222)    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謝松霖謝松霖謝松霖謝松霖(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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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陳俊斌陳俊斌陳俊斌陳俊斌(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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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孫連發孫連發孫連發孫連發(1132)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1149)    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順緣太極拳協會順緣太極拳協會順緣太極拳協會)        
6    顏金良顏金良顏金良顏金良(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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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孔維江孔維江孔維江孔維江(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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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邱奕煥邱奕煥邱奕煥邱奕煥(1076)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陳光益(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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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陳戊鋐陳戊鋐陳戊鋐陳戊鋐(1142)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45454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來好陳來好陳來好陳來好(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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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張麗敏張麗敏張麗敏張麗敏(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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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呂秀束呂秀束呂秀束呂秀束(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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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郭佳茵(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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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洪玉霞洪玉霞洪玉霞洪玉霞(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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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碧霞王碧霞王碧霞王碧霞(2228)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7    陳雅惠陳雅惠陳雅惠陳雅惠(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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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謝鳳蓮謝鳳蓮謝鳳蓮謝鳳蓮(2147)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9    莊文瓊莊文瓊莊文瓊莊文瓊(2216)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35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游東達游東達游東達游東達(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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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林明志林明志林明志林明志(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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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4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    李宗憲李宗憲李宗憲李宗憲(1223)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兩儀劍兩儀劍兩儀劍兩儀劍    
4    周文德周文德周文德周文德(1203)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純陽劍純陽劍純陽劍純陽劍    
5    林明棟林明棟林明棟林明棟(1092)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    
6    藍辰聿藍辰聿藍辰聿藍辰聿(1079)    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場場場場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    

7    趙瑞雄趙瑞雄趙瑞雄趙瑞雄(1001)    嘉工武場嘉工武場嘉工武場嘉工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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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楊家老架太極劍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C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59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嚴美玲嚴美玲嚴美玲嚴美玲(2199)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32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王素貞王素貞王素貞王素貞(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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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八卦單劍八卦單劍八卦單劍八卦單劍    
3    蔡育萍蔡育萍蔡育萍蔡育萍(2206)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兩儀劍兩儀劍兩儀劍兩儀劍    
4    黃佲莞黃佲莞黃佲莞黃佲莞(2107)    中中中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傳統太極劍    
5    方淑美方淑美方淑美方淑美(2129)    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趙堡太極劍趙堡太極劍趙堡太極劍趙堡太極劍    
6    林鈺勳林鈺勳林鈺勳林鈺勳(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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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鄭子鄭子鄭子鄭子 54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8:20     取取取取 5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黃振益黃振益黃振益黃振益(1196)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2    楊振宇楊振宇楊振宇楊振宇(1088)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3    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1186)    臺南市中觀陳臺南市中觀陳臺南市中觀陳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氏太極拳研究協會氏太極拳研究協會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4    陳元彰陳元彰陳元彰陳元彰(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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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陳誌浚陳誌浚陳誌浚陳誌浚(1278)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6    簡顯紀簡顯紀簡顯紀簡顯紀(1202)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7    阮錦鐘阮錦鐘阮錦鐘阮錦鐘(1285)    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南投縣和太極協會        
8    王昭鑫王昭鑫王昭鑫王昭鑫(1162)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8:52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楊富堯楊富堯楊富堯楊富堯(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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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鄭彥君鄭彥君鄭彥君鄭彥君(1197)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劉銘麒劉銘麒劉銘麒劉銘麒(1280)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4    郭明聰郭明聰郭明聰郭明聰(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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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柯榮茂柯榮茂柯榮茂柯榮茂(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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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楊世榮楊世榮楊世榮楊世榮(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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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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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全民版陳氏 38383838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24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張櫻薰張櫻薰張櫻薰張櫻薰(2088)    張櫻薰張櫻薰張櫻薰張櫻薰(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2    王美王美王美王美玉玉玉玉(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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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惠心李惠心李惠心李惠心(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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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佩蓁吳佩蓁吳佩蓁吳佩蓁(2066)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5    林郁珊林郁珊林郁珊林郁珊(2021)    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6    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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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曾貴雅曾貴雅曾貴雅曾貴雅(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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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邵聖允邵聖允邵聖允邵聖允(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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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方家家方家家方家家方家家(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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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吳盈靜吳盈靜吳盈靜吳盈靜(2259)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一一一一))))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04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鄭志明鄭志明鄭志明鄭志明(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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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祚豪李祚豪李祚豪李祚豪(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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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洪伯琦洪伯琦洪伯琦洪伯琦(1204)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4    蔡秉澂蔡秉澂蔡秉澂蔡秉澂(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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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孫勝哲孫勝哲孫勝哲孫勝哲(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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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蘇佑錦蘇佑錦蘇佑錦蘇佑錦(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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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李宗憲李宗憲李宗憲李宗憲(1223)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二二二二))))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組組組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36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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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文德周文德周文德周文德(1203)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王天重王天重王天重王天重(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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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明棟林明棟林明棟林明棟(1092)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5    黃志賢黃志賢黃志賢黃志賢(1201)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6    黃奕彰黃奕彰黃奕彰黃奕彰(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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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0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連紫瀞連紫瀞連紫瀞連紫瀞(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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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羚稼曾羚稼曾羚稼曾羚稼(2184)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陳麗君陳麗君陳麗君陳麗君(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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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蔡育萍蔡育萍蔡育萍蔡育萍(2206)    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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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1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蘇佑錦蘇佑錦蘇佑錦蘇佑錦(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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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紀榮典紀榮典紀榮典紀榮典(1198)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謝昌宇謝昌宇謝昌宇謝昌宇(1053)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4    黃奕彰黃奕彰黃奕彰黃奕彰(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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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黃柄衫黃柄衫黃柄衫黃柄衫(1047)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6    楊文發楊文發楊文發楊文發(1177)    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        
7    劉夏昌劉夏昌劉夏昌劉夏昌(1044)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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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34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廖美雪廖美雪廖美雪廖美雪(2170)    花蓮縣太花蓮縣太花蓮縣太花蓮縣太極學堂發展協會極學堂發展協會極學堂發展協會極學堂發展協會        
2    賴淑芬賴淑芬賴淑芬賴淑芬(2186)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3    王素貞王素貞王素貞王素貞(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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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連紫瀞連紫瀞連紫瀞連紫瀞(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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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46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何昊軒何昊軒何昊軒何昊軒(1279)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    

2    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謝文斌(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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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    

3    楊富楊富楊富楊富堯堯堯堯(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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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    

4    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林翔勳(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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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新架一路陳氏新架一路陳氏新架一路陳氏新架一路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2:02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陳又銘陳又銘陳又銘陳又銘(1114)    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2    王俊杰王俊杰王俊杰王俊杰(1083)    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    
3    周和村周和村周和村周和村(1084)    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男子男子男子男子::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    

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方淑美方淑美方淑美方淑美(2129)    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2    丁淑娟丁淑娟丁淑娟丁淑娟(2100)    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    
3    葉怡吟葉怡吟葉怡吟葉怡吟(2099)    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虎尾溪社大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武當趙堡和氏架    
4    姚思如姚思如姚思如姚思如(2212)    姚思如姚思如姚思如姚思如(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和氏架和氏架和氏架和氏架    
5    林心惠林心惠林心惠林心惠(2130)    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6    丁美利丁美利丁美利丁美利(2058)    揚子中學揚子中學揚子中學揚子中學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武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武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武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武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7    林秀月林秀月林秀月林秀月(2169)    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南投縣武當趙堡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趙堡太極拳和氏架    

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其他陳氏太極拳    

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28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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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式菁英拳陳式菁英拳陳式菁英拳陳式菁英拳    
2    林宜錦林宜錦林宜錦林宜錦(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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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拳混合套路陳氏太極拳混合套路陳氏太極拳混合套路陳氏太極拳混合套路    

3    劉靜劉靜劉靜劉靜芳芳芳芳(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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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    

4    梁麗玲梁麗玲梁麗玲梁麗玲(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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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陳氏新架二路    

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44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黃柄衫黃柄衫黃柄衫黃柄衫(1047)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49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王昭鑫王昭鑫王昭鑫王昭鑫(1162)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49 式式式式    
3    劉銘麒劉銘麒劉銘麒劉銘麒(1280)    逢甲大學太極拳逢甲大學太極拳逢甲大學太極拳逢甲大學太極拳社社社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    
4    陳誌浚陳誌浚陳誌浚陳誌浚(1278)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陳氏太極單劍    
5    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賴勝文(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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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6    鄭彥君鄭彥君鄭彥君鄭彥君(1197)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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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D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02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王麗君(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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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49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2    劉佳慧劉佳慧劉佳慧劉佳慧(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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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49 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式太極劍    
3    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王美玉(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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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4    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紀慧媜(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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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陳氏太極劍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一一一一))))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8:20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謝佳燕謝佳燕謝佳燕謝佳燕(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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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莎麗陳莎麗陳莎麗陳莎麗(2138)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3    梁秀朱梁秀朱梁秀朱梁秀朱(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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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芬萍陳芬萍陳芬萍陳芬萍(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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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徐蘭玉徐蘭玉徐蘭玉徐蘭玉(2146)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嚴美玲嚴美玲嚴美玲嚴美玲(2199)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7    黃佲莞黃佲莞黃佲莞黃佲莞(2107)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8    黃子桓黃子桓黃子桓黃子桓(2224)    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        
9    林香妙林香妙林香妙林香妙(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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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林鈺勳林鈺勳林鈺勳林鈺勳(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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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黃銘珠黃銘珠黃銘珠黃銘珠(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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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楊佳寧楊佳寧楊佳寧楊佳寧(2162)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會會會        

37373737 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式太極拳((((二二二二))))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9:14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何美麗何美麗何美麗何美麗(2142)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2    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曾淑焄(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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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蔣采澐(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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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魏秀英魏秀英魏秀英魏秀英(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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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歐碧淳歐碧淳歐碧淳歐碧淳(2166)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6    陳正芳陳正芳陳正芳陳正芳(2143)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7    莊文瓊莊文瓊莊文瓊莊文瓊(2216)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8    趙秀子趙秀子趙秀子趙秀子(2108)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直屬中山分會        
9    蘇琬玲蘇琬玲蘇琬玲蘇琬玲(2225)    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下庄太極拳協會        
10    林素雲林素雲林素雲林素雲(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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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吳釗儀吳釗儀吳釗儀吳釗儀(2014)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12    吳冠蓁吳冠蓁吳冠蓁吳冠蓁(2252)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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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3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08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吳景茂吳景茂吳景茂吳景茂(1244)    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        
2    鄭國村鄭國村鄭國村鄭國村(1220)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3    王一行王一行王一行王一行(1218)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4    李天寶李天寶李天寶李天寶(1229)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5    陳萬枝陳萬枝陳萬枝陳萬枝(1231)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6    莊宏溢莊宏溢莊宏溢莊宏溢(1219)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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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4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29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賴冠州賴冠州賴冠州賴冠州(1181)    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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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董玉樹(1160)    高高高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3    林永財林永財林永財林永財(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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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冠宏陳冠宏陳冠宏陳冠宏(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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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沈信宏沈信宏沈信宏沈信宏(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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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蔡濱鴻蔡濱鴻蔡濱鴻蔡濱鴻(1180)    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永和太極拳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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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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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0:59     取取取取 6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莊惠玲莊惠玲莊惠玲莊惠玲(2189)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2    魏鳳美魏鳳美魏鳳美魏鳳美(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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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美月王美月王美月王美月(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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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楊佳寧楊佳寧楊佳寧楊佳寧(2162)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5    陳碧珠陳碧珠陳碧珠陳碧珠(2229)    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6    李美珍李美珍李美珍李美珍(2188)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7    魏秀英魏秀英魏秀英魏秀英(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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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陳雪銀陳雪銀陳雪銀陳雪銀(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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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林金昭林金昭林金昭林金昭(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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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昌靖芸昌靖芸昌靖芸昌靖芸(2190)    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國際心靈太極學會        

323232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1:49     取取取取 4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顏金良顏金良顏金良顏金良(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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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田維國田維國田維國田維國(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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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天重王天重王天重王天重(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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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許榮貴許榮貴許榮貴許榮貴(1228)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5    林世永林世永林世永林世永(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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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李祚豪李祚豪李祚豪李祚豪(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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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梁利吉梁利吉梁利吉梁利吉(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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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36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7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劉興舍(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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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2    林志鴻林志鴻林志鴻林志鴻(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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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3    劉顯文劉顯文劉顯文劉顯文(1176)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4    吉妹吉妹吉妹吉妹(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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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5    劉秋菊劉秋菊劉秋菊劉秋菊(2139)    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36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預預預估時間估時間估時間估時間：：：：13:18     取取取取 1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何昊軒何昊軒何昊軒何昊軒(1279)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單刀陳氏太極單刀陳氏太極單刀陳氏太極單刀    
2    楊文發楊文發楊文發楊文發(1177)    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楊氏楊氏楊氏楊氏 5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3    藍辰聿藍辰聿藍辰聿藍辰聿(1079)    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場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場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場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岡山武場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    

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其他太極刀    

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女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9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30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王瑞青王瑞青王瑞青王瑞青(2179)    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水利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會會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32 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式太極刀    
2    曾貴雅曾貴雅曾貴雅曾貴雅(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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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太極單刀太極單刀太極單刀太極單刀    
3    劉佳慧劉佳慧劉佳慧劉佳慧(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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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    

4    
NUNUNG 
NURMILAH 
蜜娜蜜娜蜜娜蜜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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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陳氏太極刀    

5    李秀琴李秀琴李秀琴李秀琴(2075)    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行雲武場(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楊家老架太極刀    

其他太極扇其他太極扇其他太極扇其他太極扇    

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社會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0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3:48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NUNUNG 
NURMILAH 
蜜娜蜜娜蜜娜蜜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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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24 式養生扇式養生扇式養生扇式養生扇    

2    藍同利藍同利藍同利藍同利(1002)    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臺中市大安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太極扇    
3    林宜錦林宜錦林宜錦林宜錦(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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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陳氏陳氏陳氏 24 式太極扇式太極扇式太極扇式太極扇    

4    鍾國楨鍾國楨鍾國楨鍾國楨(1199)    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5    黃琬婷黃琬婷黃琬婷黃琬婷(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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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社會女子::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扇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器械    

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男子組    E2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第第第第 11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108-04-14     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預估時間：：：：14:06     取取取取 3 名名名名    

賽賽賽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隊名隊名隊名隊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盧煥郎盧煥郎盧煥郎盧煥郎(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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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2    陳萬枝陳萬枝陳萬枝陳萬枝(1231)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13 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式太極棒    
3    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羅兆輝(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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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太極六合槍太極六合槍太極六合槍太極六合槍    
4    劉顯文劉顯文劉顯文劉顯文(1176)    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太極拂塵太極拂塵太極拂塵太極拂塵    
5    邵偉光邵偉光邵偉光邵偉光(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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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社會男子::太極笛太極笛太極笛太極笛    
 
 
※※※※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各場次比賽時間、、、、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場地僅供參考，，，，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實際狀況以當日比賽為準，，，，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大會如有變更，，，，則以大則以大則以大則以大    
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會當時決定為準，，，，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不得異議或作為抗議申訴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