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成績公告

個人競賽

長青女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洪秀英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康蓮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吳瑞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賴淑勉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長青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長青男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昆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劉勝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盧慶和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林忠義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高中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邱瑞麒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林啟富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余嘉興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國中男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潘柏諺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閻志航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李祐茗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王建安 屏東縣潮州國中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國小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迦安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小 國小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蔡承峻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小 國小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黃奕愷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長青組 — 64式太極拳第二段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潘枝松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長青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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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巧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2
林永財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長青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3

長青組 — 陳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丁鴻志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長青 陳氏太極拳 1 長青男子::陳氏38

式太極拳

長青男子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張武雄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拳 1 長青男子::全民版

九九式太極拳
蔡榮木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拳 2 長青男子::全民版

九九式太極拳
張克彬 南海太極學苑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拳 3 長青男子::24式太

極拳
葉蒼珍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拳 4 長青男子::36式太

極拳

高中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廖翌筑 彰化女中 高中 其他太極拳 1 高中女子::第三套

太極拳
江鎮庭 彰化縣員林農工 高中 其他太極拳 2 高中男子::第三套

太極拳
林昆慶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中 其他太極拳 3 高中男子::全民版

九九式太極拳
潘靖雅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中 其他太極拳 4 高中女子::陳氏38

式太極拳

國中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何孟凡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國中 其他太極拳 1 國中女子::42式太

極拳
葉玉婷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 其他太極拳 2 國中女子::42式太

極拳
潘瑋樺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 其他太極拳 3 國中男子::陳氏38

式太極拳
邱家柔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 其他太極拳 4 國中女子::陳氏38

式太極拳

國小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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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簡巧筑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 其他太極拳 1 國小女子::陳氏38

式太極拳

長青組 — 其他傳統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梁成廷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西門社 長青 其他傳統太極拳 1 長青男子::傳統版

13勢太極拳
劉招英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長青 其他傳統太極拳 2 長青女子::傳統版

13勢太極拳
張宏毅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長青 其他傳統太極拳 3 長青男子::傳統版

13勢太極拳
曾鈺雯 天合北市大武場 長青 其他傳統太極拳 4 長青女子::楊家老

架太極拳第一節

長青女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麗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長青女子::其他36

式太極刀
陳妤萍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長青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長青女子::乾坤扇
魏淑卿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長青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長青女子::陳氏太

極劍
簡寶珠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長青女子::武當太

極劍

長青男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文鋒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長青男子::乾坤扇
張克彬 南海太極學苑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長青男子::32式太

極刀
李良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長青男子::42式太

極劍
王火濱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長青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長青男子::54式太

極劍

高中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廖翌筑 彰化女中 高中 其他太極器械 1 高中::第三套太極

劍
江鎮庭 彰化縣員林農工 高中 其他太極器械 2 高中::第三套太極

劍
林昆慶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中 其他太極器械 3 高中::陳氏太極雙

刀
林昆融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中 其他太極器械 4 高中男子::乾坤扇
沈竫樂 雲武子 高中 其他太極器械 5 高中男子::42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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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劍

國中女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葉玉婷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中::42式太極劍
何孟凡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中::42式太極劍
邱家柔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中::夕陽美功夫

扇

國中男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潘瑋樺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中男子::陳氏48

扇
李祐茗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中男子::32式太

極刀
黃奕豪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中男子::夕陽美

功夫扇

國小男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李政穎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小男子::夕陽美

工夫扇
潘松智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小男子::楊氏太

極刀
陳宥孝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小男子::夕陽美

功夫扇
潘垣利 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國小男子::楊氏太

極刀

國小女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亭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小女子::32式太

極劍
陳亭蓁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小女子::夕陽美

功夫扇
簡巧筑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小女子::乾坤扇

高中男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邱瑞麒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1
王明樹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2
林政廷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高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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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千熏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 24式太極拳 1
黃嬿霖 屏東文武太極學苑 國小 24式太極拳 2
陳亭安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 24式太極拳 3
方顗綸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 24式太極拳 4

長青女子組 — 54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王秀足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54式太極劍 1
劉月潔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54式太極劍 2
羅端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54式太極劍 3

長青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劉月潔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1
許秀鳳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2

李蔡淑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3
張玉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4
何秀麗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5

長青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二)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美月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1
康蓮芬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2
鍾惠容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3
葉麗瑛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太極協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4
劉木蘭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5

長青男子組 — 37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蔡榮木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1
賴俊枝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2
王富章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3
張台順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4

本間正昭 日本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5

長青男子組 — 37式太極拳(二)成績

                             5 / 17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昆樹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1
賴金鳴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2
潘枝松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3
謝明修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4
黃德仁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長青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5

社會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許彩鳳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1
溫麗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2
陳月嬌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3
胡秋香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4
林麗玲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5
陳素娟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一) 6

社會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二)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劉新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1

陳靖潔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2
蔣春美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3
李惠君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4
呂玉珍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5
薛玉璧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二) 6

社會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三)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徐喜梅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甜蜜蜜武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1
洪玉霞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2
王碧霞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3
陳來好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4
王美蓉 台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5
李采芩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三) 6

社會女子組 — 37式太極拳(四)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尤瀅捷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1
蔡衣淇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2
雲莉婷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3
蔡增馨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4
黃子桓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5
陳美惠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37式太極拳(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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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 37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賴建賓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1

嘉陽与南 日本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2
陳冠魁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練場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3
邱莛雄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4
張永勤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5
李文耀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一) 6

社會男子組 — 37式太極拳(二)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郭立民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1
顏金良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2
謝永倫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3
林德芳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4
林義順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二) 5

社會男子組 — 37式太極拳(三)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范成謙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1
莊登榮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2
陳文龍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3
李志強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明華班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4
梁利吉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5
呂嘉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男子 37式太極拳(三) 6

社會女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麗貞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1

陳秀琴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2

陳麗香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3

吳淑秋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4

潘珮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5

李美鳳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6

社會女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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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1

陳雅惠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2

黃麗蘭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3

劉潭逸蓁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4

陳淑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5

社會女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方家家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三)
1

姜秀莉 南海太極學苑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三)

2

陳來好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三)

3

陳貞利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三)

4

歐陽麗華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三)

5

社會男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華宗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東港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1

賴建賓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2

楊啟明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3

汪治平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4

吳銀城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5

曹瑞祐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一)

6

社會男子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范成謙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1

徐秉弘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2

劉金慰 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3

白兆廉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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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邱莛雄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5

林德芳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二)

6

社會組 — 傳統版13勢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洪秀美 天合北市大武場 社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1 社會女子::傳統版

13勢太極拳
林妏璟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社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2 社會::傳統版13勢

太極拳
陳信成 屏東市仁愛太極拳教練場 社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3 社會::傳統版13勢

太極拳
李敦安 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4 社會::傳統版13勢

太極拳

社會女子組 — 64式太極拳第二段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莊雪津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1
甘飛鳳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2
陳碧珠 新北市三重區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社會女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3
黃秀惠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4
陳麗貞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5

社會男子組 — 64式太極拳第二段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沈信宏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1
魏毓良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2
蔡濱鴻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3
賴俊枝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社會男子 64式太極拳第二段 4

社會女子組 — 54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沈孟慈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1
尤瀅捷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2
蔡衣淇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3
許惠蜜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4
許美幼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5
鍾芝麗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54式太極劍 6

社會女子組 —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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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麥群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1

楊雅熙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2
陳桂香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3
李亮璇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4
郭貴蘭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5
王金蓮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社會女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6

社會男子組 —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鄒開隆 高雄市太極拳推廣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1
戴啓明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2
陳建龍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3
游東達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4
呂嘉合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5
陳龍騰 高雄市武宗學會 社會男子 全民版九九式太極拳 6

社會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劉金慰 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 24式太極拳 1
劉澤瑩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 24式太極拳 2
許惠蜜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 24式太極拳 3
曾宥惠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 24式太極拳 4

社會女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皮寶鈿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拳 1
楊秀玲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拳 2
陳雅惠 新北市樹林區體育會太極梅花扇委員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拳 3
李綉棉 高雄市武宗學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拳 4

社會男子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宥崴 彰化縣漢宇武學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拳 1 社會男子::自選太

極拳
簡榮增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拳 2 社會男子::趙堡太

極拳和氏架
涂嘉村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拳 3 社會男子::趙堡太

極拳和氏架
呂哲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拳 4 社會男子::42式太

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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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女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麥群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劍 1

方家家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劍 2
洪玉霞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劍 3
皮寶鈿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劍 4
姜秀莉 南海太極學苑 社會女子 42式太極劍 5

社會女子組 — 其他太極劍1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毓秀 天合北市大武場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1 1 社會女子::楊家老

架52式太極劍
劉澤瑩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1 2 社會女子::32太極

劍
劉麗琴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1 3 社會女子::32式太

極劍
王錦雲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1 4 社會女子::32式太

極劍

社會女子組 — 其他太極劍2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劉靜芳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2 1 社會女子::陳氏太

極劍
陳靖潔 台北市中華石泉師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2 2 社會女子::易簡太

極劍
黃偉音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2 3 社會女子::趙堡太

極劍
蘇明麗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2 4 社會女子::趙堡太

極劍
李綉棉 高雄市武宗學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劍2 5 社會女子::武當49

太極劍

社會男子組 — 其他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呂曉川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劍 1 社會男子::54式太

極劍
陳慶松 新北市新莊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劍 2 社會男子::42式太

極劍
顏金良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劍 3 社會男子::54式太

極劍
林義順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劍 4 社會男子::54式太

極劍

社會女子組 — 太極刀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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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昌靖芸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太極刀 1 社會女子::陳氏太

極刀36式
李雅萱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太極刀 2 社會女子::陳氏太

極刀36式
莊雪津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女子 太極刀 3 社會女子::傳統太

極刀
蔡鶯美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林邊分會 社會女子 太極刀 4 社會女子::傳統太

極刀

社會男子組 — 太極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昌柏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太極刀 1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刀36式
張惟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太極刀 2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刀36式
陳瑞城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永和區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太極刀 3 社會男子::楊氏太

極刀
戴啓明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太極刀 4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刀36式

社會女子組 — 陳氏38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李雅萱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1
昌靖芸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女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2
黃美雲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大學場 社會女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3
林宜錦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世貿中心場 社會女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4

社會男子組 — 陳氏38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昌柏丞 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1
蔡秉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2
徐秉弘 嘉義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3
鄭彥君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4
李侑道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5
李窓榮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38式太極拳 6

社會男子組 — 陳氏老架一路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奕彰 臺南市中觀陳氏太極拳研究協會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一路 1 社會男子::陳氏老

架一路
劉夏昌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一路 2 社會男子::陳氏老

架一路
黃柄衫 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一路 3 社會男子::陳氏新

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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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男子組 — 陳氏老架二路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曾鉦元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二路 1
鍾國楨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二路 2
安古那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老架二路 3

社會女子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劉靜芳 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拳 1 社會女子::陳氏新

架一路
蘇明麗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拳 2 社會女子::趙堡太

極拳和氏架
吳玉仙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拳 3 社會女子::趙堡太

極拳忽雷架
黃偉音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仁武隊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拳 4 社會女子::趙堡太

極拳和氏架
公淑蘭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拳 5 社會女子::陳氏老

架二路

社會男子組 — 陳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誌浚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拳 1 社會男子::陳氏56

式太極拳

社會男子組 — 陳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朱俊雄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協會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劍 1 社會男子::陳氏49

劍
曾裕仁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劍 2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劍
鄭彥君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劍 3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劍
何順天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劍 4 社會男子::陳氏49

劍
楊敏華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男子 陳氏太極劍 5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劍

社會組 —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美華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

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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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順田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
節

2

薛友禎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
節

3

殷宗義 臺南市樂活太極武藝協會 社會 楊家老架太極拳第一
節

4

社會女子組 — 楊家老架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洪秀美 天合北市大武場 社會女子 楊家老架太極拳 1 社會女子::楊家老

架太極拳第三節
李惠心 新營社區大學 社會女子 楊家老架太極拳 2 社會女子::楊家老

架太極拳
楊淑貴 天合北市大武場 社會女子 楊家老架太極拳 3 社會女子::楊家老

架太極拳第三節
陳毓秀 天合北市大武場 社會女子 楊家老架太極拳 4 社會女子::楊家老

架太極拳第二節

社會女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賴淑芬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學院 社會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社會女子::陳氏太

極扇

社會男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龍騰 高雄市武宗學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社會男子::春秋大

刀
朱心利 高雄市武宗學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社會男子::春秋大

刀
陳冠宏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社會男子::太極棒
蔡秉澂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社會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社會男子::陳氏太

極雙刀

團體競賽

團體組 — 37式太極拳(一)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

會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

會
37式太極拳(一) 1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一) 2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台南市南薪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一) 3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高雄市太極拳協會大同教練場 37式太極拳(一) 4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台中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黎明隊 37式太極拳(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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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 — 37式太極拳(二)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二) 1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37式太極拳(二) 2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
練場

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忠孝教
練場

37式太極拳(二) 3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37式太極拳(二) 4

團體組 — 64式太極拳第一段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2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1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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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3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4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1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64式太極拳第一段 5

團體組 — 全民版13式太極拳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2 高雄市阿蓮太極拳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南海太極學苑 南海太極學苑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

會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

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5

團體組 — 其他太極劍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中和太極拳協會 其他太極劍 1 54式太極劍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華佗五禽之戲

太極協會
其他太極劍 2 54式太極劍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其他太極劍 3 54式太極劍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其他太極劍 4 32式太極劍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高雄市北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其他太極劍 5 54式太極劍

團體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其他太極器械 1 乾坤扇

南海太極學苑 南海太極學苑 其他太極器械 2 傳統太極刀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其他太極器械 3 太極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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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 — 其他太極拳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天合北市大武場 天合北市大武場 其他太極拳 1 楊家老架太極

拳第一節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2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其他太極拳 2 全民版九九式

太極拳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

協會—1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

協會
其他太極拳 3 36式太極拳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其他太極拳 4 24式太極拳
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 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 其他太極拳 5 傳統版13勢太

極拳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1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其他太極拳 6 全民版九九式

太極拳

團體組 — 陳氏太極拳成績

隊名 單位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陳氏太極拳 1 陳氏38式太極

拳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陳氏太極拳 2 陳氏老架二路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雲觀太極
學院

陳氏太極拳 3 陳氏老架一路

推手—男子第三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王興義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男子第三級 1
蔡繻霆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三級 2
李明樺 台北市鄭子太極拳學會 男子第三級 3

推手—男子第四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洪大川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四級 1
楊聰進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四級 2
鄧森隆 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四級 3

推手—男子第五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錢進財 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五級 1
曾義雄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五級 2
蕭再育 彰化太極拳鐵牛推手隊 男子第五級 3
呂祥慶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五級 4
李俊杰 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五級 5
陳楷文 台北市鄭子太極拳學會 男子第五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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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男子第六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林燕章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六級 1
陳錦演 新竹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六級 2
李萬居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六級 3
殷唯善 萬成太極 男子第六級 4
黃怡仁 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六級 5

推手—男子第七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張正寬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男子第七級 1
劉家宏 台北市鄭子太極拳學會 男子第七級 2
郭傑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七級 3

蔣明晰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七級 4
許翔維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七級 5

推手—男子第八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方思華 台灣北藝大武場 男子第八級 1
徐進富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南門社 男子第八級 2
張鴻順 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八級 3
黃國有 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第八級 4

推手—男子九、十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潘建良 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九、十級 1
李俊德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男子九、十級 2
陳英進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男子九、十級 3

推手—女子第三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鍾鳳蘭 台東縣東成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女子第三級 1

推手—男子一、二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鄭東寶 彰化太極拳鐵牛推手隊 男子一、二級 1

推手—女子一、二級—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量級 名次
蔡秋慧 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女子一、二級 1

團體總成績

單位名稱 名次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1

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分會 2
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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