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參賽隊伍名錄

1、玄武養生學會(玄武養生學會)
領隊 李錦堂 教練:桂新輝 管理:陳美麗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一)、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劍、武當丹劍、太極劍
參賽人員 吳建燐(1093)、陳俊男(1094)、王榮坤(1097)、韓余麟(1096)、吳盛暉(1106)、王季庠(

1194)、白美玲(2082)、張嘉慧(2084)、張啟彬(1095)、陳竹妹(2081)、唐梓銜(1099)、
葉珈妤(2083)、張修齊(1098)、唐梓宸(1100)

對練項目： 器械對練(玄武養生太極劍兩儀對練)
隊員 王季庠(1194),謝鳳蓮(2080)

2、芝齡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何潔芳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三)、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劉淑玲(2031)、黃靜平(2032)、王清鑫(1035)

3、台北市榮星分會(台北市榮星分會)
領隊 羅木筆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羅木筆(1053)、李文彬(1054)

4、武功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芳桂 教練:金 堅 管理:張阿汝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劉顯文(1223)、林文源(1296)、洪國森(1224)、方國騰(1225)、徐鎮芳(1222)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99式太極拳) 教練：金 堅
隊員 孫最仁,王民安,胡東承,羅正安,劉顯文,李俊雄,洪國森,陳世煌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6式太極刀) 教練：金 堅
隊員 孫最仁,王民安,胡東承,羅正安,李俊雄,洪國森

5、神遊太極拳社(神遊太極拳社)
領隊 莊詹慎 教練:張炎昆 管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七級→楊宗憲(1177)，社會男子第九級→張游正(1382)，社會男子第十級→

劉家宏(1383)，社會男子第二級→袁志尊(1384)，社會男子第四級→鄭哲全(1385)，社
會男子第六級→李羿寬(1386)，社會女子第一級→李素貞(2310)

6、文山長青太極拳隊(文山長青太極拳隊)
領隊 許秀敏 教練:白肇慶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三)、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器械
參賽人員 江舜世(1124)、楊冬梅(2091)、林起健(2093)、吳為霖(1299)、林祉彤(2181)、曾妙琴(

2092)、林瓊花(2094)、汪大為(1123)、林暄達(1219)

7、忠順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黃琇宜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吳蕊萍(2173)

8、艋舺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領隊 徐性美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三)、陳氏38式太極拳(一)、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林欽發(1140)、周聖翔(1141)、陳俊亨(1142)

9、民生分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民生分會)
領隊 黃景照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拳、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99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王祖香(2159)、方雪珠(2161)、黃温妮(2158)、劉純貞(2160)

10、花木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芳桂 教練:金 堅 管理:朱明琇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江大安(1220)、陳莎麗(2182)、林志光(1221)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99式太極拳) 教練：金 堅
隊員 高月玉,簡秀玉,張寶足,林淑真,遲綾曬,蔡淑芬,林瑞雯,廖玉圓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6式太極刀) 教練：金 堅
隊員 高月玉,張寶足,林淑真,簡秀玉,遲綾曬,蔡淑芬

11、吳秉奇(個人)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三)
參賽人員 吳秉奇(1313)

12、天合北市大武場(天合北市大武場)
領隊 教練:吳錫榮 管理:
比賽項目： 太極棒、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三)
參賽人員 洪秀美(2260)、張咸樑(1315)

13、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 洪淑玲 教練:李麗雲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二)、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

式太極拳(四)、陳氏38式太極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陳式心意混元24式砲捶太
極拳、陳式心意混元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范成謙(1335)、曾壽(1336)、徐麗雪(2278)、賴金鳴(1333)、歐碧淳(2276)、王良玉(22
77)、陳秀琴(2275)、王昭鑫(1337)、楊佳寧(2279)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陳式心意混元24式太極
拳)

教練：林美美

隊員 黃克勝,楊佳寧,鄭善甄,蔡秀環,黃鳳嬌,黃秋芳,曾壽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 教練：吳美玉
隊員 曾壽,歐碧淳,陳秀琴,楊佳寧,徐麗雪,王良玉,賴金鳴



14、台北市象山太極(台北市象山太極)
領隊 黃延齡 教練:黃延齡 管理:黃延齡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四級→項元平(1360)

15、劉昌霖(個人)
領隊 教練: 管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八級→劉昌霖(1370)

16、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黃怡仁 教練: 管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四級→鄧森隆(1371)，社會男子第三級→黃清發(1372)，社會男子第六級→

黃怡仁(1373)，社會男子第六級→黃彥明(1374)，社會女子第三級→尹麗坤(2304)，社
會女子第三級→王素月(2305)，社會男子第三級→洪慶福(1375)，社會男子第八級→李
瑞仁(1378)

17、中華航空公司太極養身社(中華航空公司太極養身社)
領隊 方建華 教練: 管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女子第一級→劉怡廷(2306)，社會女子第二級→王儒菁(2307)，社會男子第六級→

李俊杰(1376)，社會男子第六級→方建華(1377)

18、五股太極拳協會(五股太極拳協會)
領隊 張吳娘 教練:黃文章 管理:林欽華
比賽項目： 42式太極拳、24式太極拳、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64式太極

拳第2段(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54式太極劍、42式太極劍、64式太極拳第2段
參賽人員  游文書(1011)、王秋波(1016)、陳阿滿(2009)、李淑芬(2006)、蘇金英(2007)、蔡朝欽

(1015)、劉安哲(1010)、許祥法(1012)、王麗娟(2020)、李淑梅(2010)、李麗純
(2003)、張家蓉(2004)、洪來絹(2021)、黃國宏
(1009)、詹慶寅(1013)、胡錫年(1022)、梁美華(2002)、許惠珍 (2005)、潘美燕(2013)
、林蔡秀味(2014)、張譽齡(2027)、陳娜媚(2008)、賴雪惠(2012)、孫雪芬(2019)、楊
振益(1014)、莊弘遴(1017)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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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謝錦坤 教練:楊茂男 管理:蔣芳美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三)、陳

氏太極拳老架二路
參賽人員 傅清純(2140)、張克彬(1166)、林佳蓉(2139)、張衛德(1168)、麥克強(1167)、黃佲莞(2

141)、趙秀子(2142)、林明棟(1026)、林繼清(1145)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 教練：謝錦坤
隊員 林明棟,麥克強,張衛德,林佳蓉,黃佲莞,趙秀子,郭芬芳,黃淑姿

20、新北市板橋區太極養生功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陳武安 教練:江寶貴 管理:陳子雄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
參賽人員 姚靖華(2017)、林作夫(1020)、陳武安(1019)、陳子雄(1018)、陳郁驊(2016)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江寶貴
隊員 洪建志,王黃素圓,林少夫,唐淑珮,李佩蓉,鄧永芳,陳玉真,林作夫

21、米蘭小鎮隊(米蘭小鎮隊)
領隊 林貴美 教練:于泰嘉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

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賡中(1046)、于泰嘉(1045)、陳適範(1047)、李麗秋(2040)、謝清照(1044)、許佳嘉(

204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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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靳澤民 教練:羅月美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陳氏太極劍、其他太極器械、陳氏38式太極拳、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王麗君(2078)、劉佳慧(2047)、NUNUNG NURMILAH

蜜娜(2096)、霍蜀湘(2042)、林建羽(1048)、許秀蓮(2045)

23、中華總會三十支會(中華總會三十支會)
領隊 教練:吳淑媛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陳麗美(2049)、莊武振(1052)、游桂香(2048)、陳瑞立(1051)

24、劉獻聰(個人)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參賽人員 劉獻聰(1055)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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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黃彩媛 教練:許美幼 管理:黃秀蘭
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2段(一)、全民版99式太極拳、64式太極拳第2段、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許美幼(2063)、石明立(1065)、陳福智(1066)、王金蓮(2064)

26、新北市汐止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教練:黃明達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24式太極拳、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羅文欽(1070)、詹賀傑(1069)、連燦益(1068)

27、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領隊 李宗憲 教練: 管理:洪允和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其他太極劍、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參賽人員 蔡育萍(2079)、李宗憲(1088)、黃靖東(1089)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一級→廖睿權(1090)，社會男子第二級→洪祺鈞(1091)



28、新北市新店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新店區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張曉平 管理:
比賽項目： 42式太極劍、陳氏38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董卓成(1125)

29、國立空中大學太極拳養生社(國立空中大學太極拳養生社)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志成(1127)、林菁惠(2097)、陳炎峯(1126)

30、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新北市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
領隊 曾麗玲 教練:溫瑞菊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64式太極拳第2段(

二)、24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彭明雅(2105)、涂靜瑄(2106)、李考典(1129)、吳淑芳(2103)、高貞富(2104)、蔡秀華(

2107)、蔡琇凰(2108)、丁太郎(1128)、吳家艷(2118)、吳秀美(2109)

31、新北市中和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洪世謀 教練:謝泰和 管理:劉月潔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

式太極拳(二)、54式太極劍、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全民版9
9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李麗芬(2138)、洪瑛璘(1165)、蔡水雄(1163)、朱桂蘭(2137)、高麗貞(2129)、姚淑惠(
2126)、葉美蓮(2123)、郭雲昭(2194)、邱雪玉(2135)、王秀足(2127)、陳盈君(2131)、
黃春美(2195)、李名媛(2125)、陳慧冠(2128)、溫張亮任(2136)、朱玉田(1388)、劉月
潔(2193)、張良忠(1164)、洪玉霞(2132)、陳來好(2133)、劉新(2130)、黃昆樹(1162)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蔡仲淵
隊員 王夷暐,劉月潔,葉美蓮,李名媛,姚淑惠,王秀足,崔素玉,蔡秀珍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林忠義
隊員 朱玉田,朱桂蘭,溫張亮任,郭雲昭,黃春美,蔡秀珍,陳慧冠
團體比賽項目： 54式太極劍 教練：何雪梅
隊員 黃昆樹,劉新,高麗貞,陳盈君,洪玉霞,陳來好

32、昱中(昱中太極養生社)
領隊 林玉玲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張書維(1147)、陳道宏(1146)

33、新北市土城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吳哄和 教練:余有華 管理:章心潔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其他太極器械、24式太極拳、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

13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42式太極劍、陳氏38式太
極拳

參賽人員 游權威(1188)、曾褔成(1181)、劉益華(1180)、謝毓池(1182)、簡秀鳳(2153)、鍾美珠(
2157)、許淑真(2156)、蕭添褔(1189)、董世明(1190)、蘇原祿(1185)、李文環(1186)、
王達德(1187)、王裕興(1191)、陳素美(2155)、薛年發(1183)、黃文良(1184)、涂文儀(
2154)、張得褔(1178)



團體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 教練：余有華
隊員 陳素美,涂文儀,李文環,張得褔,劉益華,謝毓池,王達德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七級→王鈺錴(1192)

34、新北市淡水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李少偉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張瓊雪(2152)、陳美香(2150)、彭珮瑩(2151)

35、友勁太極(友勁太極拳協會)
領隊 葉勝琦 教練:李雲騰 管理:林莉婷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五級→李蔚(1204)，社會男子第六級→余權倫(1205)

36、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莊金煌 教練:王淑凉 管理:鄭勛文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四)、37式太極拳(五)、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李敦安(1217)、陸傑(1216)、陳雅惠(2180)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七級→陸傑(1216)，社會男子第四級→李敦安(1217)，社會男子第六級→曾

天送(1218)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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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楊榮賢 教練:連郁琦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64式太極拳第2段(一)、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游寶紅(2179)、呂玉卿(2178)、劉甘明(1212)、房紫雲(2176)、陳碧珠(2175)、劉美棣(

2177)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林黃秀真
隊員 高義鎰,林金蓮,魏碧雲,賴淑燕,楊麗禎,孫麗敏,陳美雲,葉碧玉
團體比賽項目： 54式太極劍 教練：張勝雄
隊員 呂榮坤,曾家添,蔡秋蘭,吳麗慎,陳美榮,林旂卉

38、新北市板橋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曾文振 教練:蔡玉燕 管理:王清林
比賽項目： 太極棒、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一)、54式太極劍、64式太極拳第2

段、42式太極劍、陳氏38式太極拳、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蕭素玉(2185)、王盛水(1231)、徐育珠(2229)、吳玉枝(2183)、高秀花(2186)、姜林玉

雲(2187)、連却(2189)、周國彭(1226)、蘇文章(1229)、廖金全(1230)、葉惠芳(2184)
、楊柳平(2188)、陳福秋(1227)、蘇寶明(1228)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蔡玉燕
隊員 廖金全,蘇文章,周國彭,顧寶明,吳玉枝,高秀花,連 却
團體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 教練：徐元龍
隊員 陳坤明,蔡麗鈴,李錫文,王麗華,楊靜蕙,陳美英,楊柳平,林家莉

39、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新北市鶯歌區太極拳協會)



領隊 薛敦珏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林保安(1238)

40、綠灣隊(新北市易簡太極拳協會)
領隊 張睿根 教練:林玉華 管理:林敏子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

民版13式太極拳(三)、易簡太極拳
參賽人員 吳秀齡(2224)、林憲勇(1285)、鄧惠玉(2302)、林民堇(2223)、王榮裕(1284)、林信忠(

1287)、張台輔(1286)、林寶珠(2221)、張祝玲(2226)、林金蘭(2222)、羅月美(2257)、
薛秀婷(2225)、董杏芳(2258)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易簡太極拳) 教練：林玉華
隊員 林憲勇,林金蘭,羅月美,詹秋美,董杏芳,薛秀婷,劉才溱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A隊 教練：林玉華
隊員 薛秀婷,石其山,林金蘭,羅月美,董杏芳,詹秋美,吳秀齡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B隊 教練：林玉華
隊員 張台輔,林信忠,林寶珠,王榮裕,劉才溱,毛雪平,林憲勇

41、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新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 王瑞邦 教練:黃盛昌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劍、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三)、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張鈺鉁(2232)、劉復漢(1300)、林鳳玉(2235)、葉碧霞(2236)、王莊文(2233)、杜淑黎(2

234)、楊文玲(2231)、李炳樑(1301)

42、新北市汐止太極拳委員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潘怡蓁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劉德康(1364)、潘雅心(2299)、林金滿(2300)

43、新北市蘆洲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陳文明 教練:唐順晋 管理:陳思蓉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

太極拳(四)
參賽人員 李豐志(1279)、梁永宗(1278)、陳文明(1277)、林鑫辰(1275)、曾有義(1276)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唐順晉
隊員 林鑫辰,沈添魁,陳文明,沈寶銀,李豐志,曾有義,邱永貴,梁永宗

44、新北市三峽太極拳協會(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陳文鎮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太極扇、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64式太極拳第2段(一)、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黃瑞華(1298)、鍾媖蘭(2220)、廖明邦(1282)

45、新北市易簡太極拳協會(新北市易簡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麗真 教練:林玉華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三)、其他太極拳套路、易簡太極拳
參賽人員 劉瑮祥(1316)、呂南(1319)、郭秋蘭(2264)、陳彩銀(2261)、鄭小燕(2262)、張清猜(22



63)、何莉嫻(2266)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易簡太極拳)—A隊 教練：林玉華
隊員 呂南,何莉嫻,劉瑮祥,陳彩銀,鄭小燕,張清猜,郭秋蘭

46、南門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鄭文達 教練:楊慶昌 管理:林雅荺
比賽項目： 太極棒、32式太極刀、其他太極劍、24式太極拳、37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四)、

37式太極拳(五)、54式太極劍、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黃春蘭(2015)、林雅荺(2265)、楊秀美(2023)、陳文鎮(1024)、彭菊梅(2018)、陳月雲(

2147)、楊慶昌(1021)、黃東(1173)、涂福山(1027)、唐德頭(1193)、陳美麗(2026)、李
秉亮(1029)、詹樹發(1314)、吳明基(1195)、游玉珍(2024)、蘇美如(2230)、鄭來春(20
25)、邱有德(1028)、吳正義(1139)、徐正寬(1295)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2式太極刀)—A隊 教練：李秉亮
隊員 李朝根,徐正寬,楊秀美,吳正義,黃春蘭,陳文鎮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B隊 教練：李承潔
隊員 羅莉盈,蘇美如,吳祥胤,涂福山,徐宥晴,吳明基,林明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十級→何裕祥(1005)，社會男子第八級→徐進富(1006)，社會男子第五級→

高捷青(1007)

47、賴美君(賴美君)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賴美君(2011)

48、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桃園市龍潭太極拳發展協會)
領隊 廖金海 教練:蔣福妹、劉素真、劉珠蘭管理:張以冠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刀、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

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四)、37式太極拳(五)、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24式太極拳
、54式太極劍、傳統版13勢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洪允嘉(1060)、鄧雲清(1062)、戴素美(2238)、徐美玲(2239)、詹揚傑(1058)、游麗霞(
2073)、翁昇蘭(2055)、尤文良(1059)、李鳳美(2071)、鍾宜臻(2038)、林明美(2060)、
鄭俐琪(2062)、田維國(1040)、黃譯德(1042)、溫光淇(1176)、林俊良(1041)、李春賢(
1061)、吳碧霞(2039)、彭劉來妹(2056)、古張月妹(2057)、游蔡新妹(2058)、邱林淑(2
059)、張蘭英(2061)、曾金鵬(1063)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A隊 教練：劉珠蘭
隊員 李春賢,林明美,鄭俐琪,翁昇蘭,尤文良,洪允嘉,龔宏昌

49、文化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呂鈴梅 教練:張信雄 管理:蔡春枝
比賽項目： 太極棒、32式太極刀、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四)、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王素珍(2085)、蔡春枝(1101)、顏金良(1036)、李碧霞(2086)

50、桃園市復旦國小(桃園市復旦國小)
領隊 詹益銘 教練:王玉萱 管理: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劍、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劉宇芯(2033)



51、桃園市信義國小(桃園市信義國小)
領隊 梁慧佳 教練:王寵銘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
參賽人員 劉秉宸(1043)

52、桃園市同安國小太極拳隊(桃園市同安國小)
領隊 徐自弘 教練:王照貞 管理:蘇和庠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劍、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王蕾(2043)、曾于蓁(2044)

53、平南分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管崇傑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三)
參賽人員 管崇傑(1050)

54、桃園市擎武太極拳(桃園市擎武太極拳)
領隊 王瑞芳 教練:陳燕卿 管理:吳守立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

民版13式太極拳(四)、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李明達(1148)、李崇智(1153)、張月霞(2119)、陳建忠(1152)、陳文保(1149)、林文鼎(

1151)、陳志民(1150)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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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朱元隆 教練:范嫚紜 管理:戴琇惠
比賽項目： 太極扇、42式太極拳、太極劍、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陳氏38式太極拳(二

)、24式太極拳、陳氏38式太極拳、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品㲆(2051)、曾崇盛(1056)、陳靜璇(2053)、利語昍(2054)、李柏鋒(1057)、薛乙羚(2

050)

56、西門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蘇慶金 教練:陳金海 管理:陳清傑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24式太極拳、32式太極刀、37式太極拳(二)、37式

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四)、傳統版13勢太極拳、42式太極
劍

參賽人員 呂芳萬(1103)、林慶錦(1104)、陳清傑(1105)、韓阿滿(2087)、梁成廷(1102)、徐慧薰(
2113)

團體比賽項目：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教練：陳金海
隊員 何玉嬌,謝慧美,陳文姣,黃玉珠,邱月鳳,蘇靜馨,韓阿滿

57、桃園陽明養生學苑(桃園陽明養生學苑)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38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簡亦芳(2095)



58、桃園市太極拳總會(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領隊 李曉鐘 教練:黃春金 管理:許彩燕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刀、42式太極拳、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64式太極拳第2

段(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全民版99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劉澤瑩(2114)、黃宗彬(1144)、皮寶鈿(2115)、陳美惠(2148)、秦苑珍(2117)、陳天益(

1211)、陳雪銀(2174)、陳俊吉(1143)、楊依潔(2214)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2式太極劍)—B隊 教練：黃春金
隊員 原少輝,宋誼妹,劉美珠,李美育,羅月香,余松泯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42式太極劍)—C隊 教練：温玉連
隊員 温玉連,王錦雲,吳秀琴,劉怡玲,官妹金,陳美惠
團體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A隊 教練：黃春金
隊員 原少輝,宋誼妹,劉美珠,李美育,余松泯,羅月香,范琪琳,林美蘭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六級→何逢義(1169)，社會男子第三級→何信宗(1170)，社會男子第七級→

張瑞華(1174)，社會男子第六級→林昕(1197)，社會男子第六級→鄒孟浩(1235)，社會
男子第四級→王興義(1272)，社會男子第六級→徐榜伸(1367)

59、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北勢國民小學)
領隊 余伸洋 教練:陳振鎬 管理:陳世彬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42式太極劍、其他太極器械(扇)、32式太極劍、全民版13式太極拳、2

4式太極拳、42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李御安(1201)、高湘芸(2166)、楊至筠(2167)、陳誼宣(2169)、郭柏辰(1203)、徐枘鋅(

1198)、黃仁宏(1199)、莊亞璇(2168)、楊宥安(1200)、劉映妍(2170)、莊宜菲(2171)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二級→簡亦成(1206)，社會男子第四級→鍾政達(1207)，社會男子第一級→

鍾金澄(1208)，社會男子第四級→高培翔(1209)，社會男子第六級→彭偉群(1210)

60、李興開(個人)
領隊 李興開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二)、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李興開(1154)

61、水利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劉清華 教練:馮新生 管理:王文正
比賽項目： 太極棒、37式太極拳(五)、傳統版13勢太極拳、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莊兆華(1156)、李文耀(1155)、張添連(1158)、王瑞青(2120)、張素英(2121)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棒(13式太極棒) 教練：馮新生
隊員 馮新生,何麗嬌,黃麗菊,翁千儀,張大軍,陳文三,朱秋龍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五級→張添連(1158)，社會男子第六級→宋岳文(2164)，社會男子第五級→

林榮宗(1160)，社會男子第五級→呂祥慶(1161)，社會女子第一級→朱麗容(2165)，社
會男子第四級→林建棋(1239)，社會男子第四級→曾瑞裕(1240)

62、桃園市立慈文國中(桃園市立慈文國中)
領隊 王冠銘 教練:王照貞 管理:林傳基
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董子寧(2256)、陳逸芯(2255)



63、張瑞崧(個人)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張瑞崧(1241)

64、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小(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小)
領隊 魏秀蓮 教練:魏沄釩 管理:李黎盈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劍、24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劉純惠(2273)、蔡瑋庭(2271)、凃妍卉(2272)

65、瑞源社(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金田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四)、24式太極拳、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劉達謀(1350)、楊玉貞(2293)、張揚興(1349)

66、華勛組(桃園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葉雲輝 教練:葉雲輝 管理:張寶猜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四)、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葉雲龍(1368)

67、台中教育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領隊 李國維 教練:林靜兒 管理:
比賽項目： 42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薛雅萍(2072)

68、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逢甲大學太極拳社)
領隊 教練:賴志豪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劍、陳氏38式太極拳(二)、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參賽人員 何昊軒(1108)、陳誌浚(1107)

69、雲觀太極學苑(雲觀太極學苑)
領隊 陳政德 教練:洪漢琮 管理:劉月琴
比賽項目： 太極扇、其他太極器械、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劍、陳氏38式太極拳(一)、陳氏38式

太極拳(二)、全民版99式太極拳、陳氏38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陳氏太極
拳老架二路

參賽人員 曾羚稼(2088)、林詩凱(1109)、曾文昌(1117)、鍾國楨(1120)、周文德(1112)、陳明達(
1304)、楊火塗(1320)、陳丁鴻志(1111)、鄭彥君(1113)、尤彥傑(1116)、曾鉦元(1110)
、李文譯(1118)、章貞敏(2219)、王惠芳(2237)、洪伯琦(1114)、黃志賢(1119)、郭金
杏(2267)、劉石平(1115)、紀榮典(1121)、賴淑芬(2089)

70、東勢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劉陳菊 教練:林彩雲 管理:邱寶鈴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棒(劉氏流暢太極棒) 教練：劉醇村
隊員 柯榮茂,吳永源,林彩雲,余秋英,張名妤,楊秀芍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林彩雲



隊員 柯榮茂,吳永源,余秋英,邱寶鈴,張名妤,楊秀芍,林郁卉,蔡瑜卿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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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陳德安 教練:莊梅英 管理:郭碧茹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三)、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藍同利(1237)

72、張瑞福(個人)
領隊 晏長安 教練:江弦蒼 管理:張瑞福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張瑞福(1283)

73、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莊連焦 管理:陳世雄
比賽項目： 太極扇、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

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64式太極拳第2段(一)
參賽人員 李葦婷(2216)、洪毓繇(1379)、魏定修(1380)、陳淑珍(2218)、陳惠珍(2217)、方雅欣(

2309)、陳文安(1381)、賴俊枝(1281)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A隊
隊員 呂鳳,黃綠霞,高素華,曾淑蘭,林妙柔,蕭玉瓊,林雪花,林佳潓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B隊 教練：陳富美枝
隊員 賴秋香,陳淑珍,陳惠珍,陳姿芬,林意惠,賴永誠,吳昭成,許阿綿

74、新社區(台中市直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劉陳菊 教練:劉醇村 管理:張寶鈴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棒(劉氏流暢太極棒) 教練：劉醇村
隊員 林郁卉,黃月女,陳麗美,王豪瑋,陳玉連,詹彩宜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劉醇村
隊員 陳玉連,黃月女,張博勛,陳麗美,王豪瑋,詹彩宜,江明源,王美卿

75、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台中市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余基誠 教練:鍾靖心 管理:余基誠
團體比賽項目： 傳統版13勢太極拳—A隊 教練：鍾靖心
隊員 何貴豐,吳德前,許添耕,蘇玉鳳,江朝鍠,何盈昌,陳碧玉

76、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台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
領隊 張華敏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劍、陳氏38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林宜錦(2311)、邵聖允(2313)、黃美雲(2312)

77、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台南市華佗五禽之戲協會)
領隊 于非凡 教練:陳月梅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64式太極拳第2段(一

)、全民版99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薛玉璧(2065)、周惠昭(2067)、陳冠宏(1067)、吳佳靜(2068)、魏鳳美(2069)、薛錦燕(



2066)
對練項目： 器械對練(三才劍對練)
隊員 薛錦燕(2066),周惠昭(2067)

78、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篤耀、陳建廷 教練:莊阿英、徐進明 管理:蕭麗華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

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王芊蓓(2274)、蕭茂昌(1331)、李雅涵(2298)、吳界福(1358)、林正堅(1359)、潘枝松(

1332)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黃忠漢
隊員 李貞滿,王芊蓓,陳淑美,葉淑貞,劉秋蘭,蕭茂昌,陳香文,陳鳳珠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陳惠莉
隊員 林雅慧,蔣貴華,許麗娜,張由明,薛翠玲,郭平和,顏堪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 教練：莊阿英
隊員 黃德仁,楊明堂,吳界福,周志忠,陳聯登,鄭景娟,毛菊梅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六級→林燕章(1325)，社會男子第七級→郭 傑(1326)，社會男子第五級→

曾義雄(1327)，社會男子第九級→李俊德(1328)，社會男子第八級→周銘彥(1329)，社
會男子第五級→馮冠傑(1330)

79、台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台南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 邱建霖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二)、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陳芬萍(2252)

80、石門國小(石門國小)
領隊 郭芳珠 教練:張甄惠 管理:薛淑仁
比賽項目： 24式太極拳、其他太極器械
參賽人員 杜冠毅(1312)、杜怡璇(2253)、杜怡蓉(2254)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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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蘇彥輔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二)、陳氏太極拳、陳氏38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謝文斌(1323)、黃琬婷(2269)、連紫瀞(2270)

82、高雄勢至鄭子太極拳推手研究會(高雄勢至鄭子太極拳推手研究會)
領隊 教練:楊宗憲 管理: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女子第一級→鄧芝櫻(2102)

83、高雄市立新莊高中(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
參賽人員 黃弈磬(1082)



84、美上美隊(高雄市太極八卦掌協會)
領隊 教練:黃秋蘭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99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麥群(2162)

85、扶輪隊(高雄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柯明輝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柯明輝(1196)

86、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高雄市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李美珠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邱奕煥(1232)

87、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高雄市德修太極養生學會)
領隊 曾依萩 教練:邵佩翶 管理:蔣秀芬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64式太極拳第2段(一)、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黃纓茵(2196)、洪定甫(1242)、魏毓良(1365)、黃秀惠(2301)

88、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領隊 施美如 教練:黃呈聰 管理:林佳靜
比賽項目： 太極扇、全民版13式太極拳、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太極棒、其他太極器

械(扇)、24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32式太極劍、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陳氏38式太
極拳(一)、42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傳統版13勢太極拳、54式太極劍、全民版99式
太極拳

參賽人員 潘靖雅(2289)、張清風(1347)、廖子蕓(2288)、潘瑋樺(1345)、王玉燕(2290)、陳文鋒(
1348)、李政穎(1342)、李羽晴(2281)、洪苡慈(2282)、許博翔(1341)、張文秀(2285)、
李祐茗(2287)、張文政(1343)、洪苡庭(2284)、周奕安(2283)、施奕宏(1346)、葉玉婷(
2286)、余少玲(2292)、賴淑勉(2291)

團體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2式太極刀)
隊員 施奕宏,潘瑋樺,潘靖雅,廖子蕓,李祐茗,洪苡庭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扇(48式太極扇)
隊員 施奕宏,潘瑋樺,潘靖雅,廖子蕓,李祐茗,洪苡庭
團體比賽項目： 64式太極拳第1段 教練：林淑芬
隊員 賴淑勉,余少玲,蔡傑芳,江卻銀,朱徐珍美,陳妤萍,王玉燕
團體比賽項目： 54式太極劍
隊員 賴淑勉,余少玲,蔡傑芳,江卻銀,朱徐珍美,陳妤萍

89、正濱國小(基隆市正濱國小)
領隊 王春奎 教練:江佳玲 管理:劉長春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扇(太極功夫扇)—A隊
隊員 許閎捷,蔡承翰,蘇嘉鵬,陳宥臻,李侑夏
團體比賽項目： 太極扇(太極功夫扇)—B隊
隊員 李欣苡,蔡蓁蓁,李侑玹,李亭萱,張毓芸



90、宜中太極拳社(宜中太極拳社)
領隊 謝進忠 教練:謝進忠 管理:余惠玲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四)、全民版99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胡似玉(2116)、林守菀(2100)、阮麗幸(2098)、蔡箴霓(2101)、林玫秀(2099)

91、基隆市太極拳協會(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領隊 莊翠莉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64式太極拳第2段(一)、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薛廷安(1303)、吳雪蓮(2240)、張代民(1302)

92、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領隊 彭美惠 教練:楊錦平 管理:許麗華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

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三)、全
民版13式太極拳(四)、64式太極拳第2段(二)、54式太極劍、全民版99式太極拳、傳統
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方有凱(1137)、楊浩承(1132)、陳威翔(1133)、陳世文(1135)、楊徐彩媚(2110)、洪振
能(1136)、林中良(1131)、鄭國村(1292)、莊宏溢(1291)、王文雄(1130)、劉金慰(1134
)、李玉梅(2111)、徐瑞華(2112)

團體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教練：楊錦平
隊員 王文雄,楊徐彩媚,楊浩承,劉金慰,林中良,李江美,陳志忠,葉博雅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 教練：楊錦平
隊員 陳世文,陳威翔,陳皇甫,李玉梅,溫喜沛,劉桂蘭,鍾少華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五級→陳錦演(1138)，社會男子第六級→ 謝曜任(1290)

93、聯電太極拳社(聯電太極拳社)
領隊 楊文發 教練:楊文村 管理:楊文發
比賽項目： 陳氏38式太極拳(二)、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
參賽人員 楊文發(1213)

94、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新竹市鄭子太極拳研究會)
領隊 林滿堂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太極棒、37式太極拳(二)、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葉淑慧(2191)、張嘉勳(1233)、呂炳松(1234)

95、新竹市新竹高中(新竹市新竹高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胡宇凡(1243)

96、中華大學(中華大學)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張珈嘉(2197)



97、新竹市新竹女中(新竹市新竹女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張語冰(2198)

98、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心婕(2199)

99、新竹市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睿寬(1245)

100、新竹市北門國小(新竹市北門國小)
領隊 楊慶源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彭琦庭(2200)、陳齊偉(1246)、葉丞邗(1247)、王天愛(2201)、陳可昕(2203)、陳子祈(

2202)、曾彥慈(2204)、楊安妤(2205)

101、新竹市竹光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葉丞紜(2206)、陳永易(1248)

102、新竹市民富國小(新竹市民富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吳宸愷(1249)、陳冠翔(1250)

103、新竹市載熙國小(新竹市載熙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張語涵(2208)、楊家妍(2207)

104、新竹市曙光國中(新竹市曙光國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曾彥翔(1251)

105、新竹市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園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陳承宏(1252)、蔡羽鈞(1253)、陳薈羽(2209)

106、新竹市高峰國小(新竹市高峰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吳佩昕(2210)

107、新竹市三民國中(新竹市三民國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楊皓崴(1254)

108、新竹市建功國小(新竹市建功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郭蕎榛(2211)

109、新竹市光華國中(新竹市光華國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曾子郡(1255)

110、新竹市培英國中(新竹市培英國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郭宗翰(1256)

111、新竹市體育會武術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領隊 楊慶源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64式太極拳第2

段(二)
參賽人員 朱兆豪(1271)、余政哲(1270)、湯允嬿(2212)、方文琪(2213)、王忠詮(1268)、賴勝裕(

1269)、陳奕文(1267)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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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教練:楊文村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38式太極拳(一)、陳氏38式太極拳(二)、陳氏38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
參賽人員 黃柄衫(1025)、李侑道(1023)、林浩瑋(1030)、吳佩蓁(2022)、劉夏昌(1031)、謝昌宇(

1049)

113、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關西鎮太極拳協會)
領隊 彭兆光 教練:陳永坤 管理:曾啟河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刀、其他太極器械、37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四)、傳統版13勢太極拳
參賽人員 范揚標(1171)、涂宸誥(1172)、陳云怡(2146)、劉秀春(2145)
團體比賽項目： 傳統版13勢太極拳 教練：陳永坤
隊員 涂宸誥,陳云怡,劉秀春,曾啟河,范揚標,徐森妹,戴丁妹,潘炳英

114、新竹縣六家高中(新竹縣六家高中)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
參賽人員 彭翊博(1244)

115、新竹縣光明國小(新竹縣光明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莊朝竣(1257)、莊朝富(1258)

116、晨星半導體(晨星半導體)
領隊 楊慶源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

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
參賽人員 王財昇(1261)、張榮貴(1263)、洪國強(1259)、蔡宗佑(1264)、陳坤燕(1260)、高照庭(

1265)、萬冀威(1266)、陳智仁(1262)

117、新竹縣康乃薾國小(新竹縣康乃薾國小)
領隊 教練:蔡惠琦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高鈺鈞(2215)

118、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新竹縣新豐鄉太極拳協會)
領隊 張鴻順 教練:韓進隆 管理:彭歲雲
比賽項目： 太極棒、37式太極拳(二)、37式太極拳(四)、37式太極拳(五)、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

、傳統版13勢太極拳、54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盧煥郎(1369)、溫瑞梅(2295)、林素雲(2294)、李宜珊(2296)、梁桂鴻(1353)、陳光益(

1361)、傅文衍(1352)、黃千惠(2303)、吳明添(1354)
團體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A隊
隊員 傅文衍,陳光益,葉椿海,盧煥郎,溫瑞梅,林素雲,李秀英,彭歲雲
團體比賽項目： 54式太極劍
隊員 陳光益,葉椿海,傅文衍,溫瑞梅,曾永禎,黃千惠

119、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新竹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張學淵 教練:韓進隆 管理:戴正雄
比賽項目： 32式太極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54式太極劍、傳統版13勢太極拳、42式太極劍
參賽人員 林金哲(1363)、李 包(1362)、姜智林(1366)、馮精傑(1355)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七級→馮精傑(1355)，社會男子第五級→潘建良(1356)



120、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苗栗縣順緣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何玉琴 管理:
比賽項目： 太極棒、32式太極刀、太極劍、37式太極拳(四)、37式太極拳(五)、42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許榮貴(1338)、莊文瓊(2280)、黃瑞婷(2308)

121、彰化縣太極拳協會(彰化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 陳算為,林文亮 教練:賴彥樺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3

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賴俁蓁(2046)、林鈺勳(2030)、張秀連(2028)、易帖(2029)、劉興舍(1032)、林功炎(10

33)、劉文智(1034)

122、彰化縣民生國小(彰化縣民生國小)
領隊 教練:吳乙德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其他太極器械(刀)
參賽人員 吳承紋(1236)

123、彰化鐵牛太極拳推手隊(彰化鐵牛太極拳推手隊)
領隊 教練: 管理:林松村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五級→蕭再秀(1273)，社會男子第二級→郭耀輝(1274)

124、中華生命動能協會(中華生命動能協會)
領隊 教練:鍾錦芳老師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陳氏38式太極拳(二)、64式太極拳第

2段(一)
參賽人員 孫若嘉(2227)、黃宏裕(1288)、趙淇楓(1289)、趙盈紫(2228)

125、彰化縣承義太極拳學會(彰化縣承義太極拳學會)
領隊 教練:陳維鈞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二)
參賽人員 陳栩軍(1351)

126、雲林縣太極拳協會(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 黃美玉 教練:甘飛鳳 管理:藍秀香
比賽項目： 陳氏太極拳、42式太極拳、24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其他太極拳套路、32式太極劍

、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
、37式太極拳(三)、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陳氏38式太極拳(一)、64式太極拳第2段(
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全民版99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

參賽人員 陳玉升(2246)、張佳宜(2243)、王旆絨(2249)、楊卉庭(2250)、朱宥恩(2251)、王胤旂(
2248)、張立臻(2247)、魏秀英(2242)、賴晏柔(2244)、張愷庭(2245)、林世永(1309)、
游東達(1307)、王天重(1308)、簡顯紀(1306)、王美月(2241)、李祚豪(1310)、陳星宇(
1311)、陳良政(1305)

127、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嘉義縣太極拳協會大林分會)



領隊 林聰耀 教練:周榮焜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
參賽人員 劉萬興(1318)、林聰耀(1317)

128、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屏東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
領隊 李姿蓉 教練:潘靜穗 管理:成育真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陳氏太極劍、37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37式太極拳(二)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一)、全民版13式太極拳(二)、全民版13式太極拳(四)、陳氏38式
太極拳(一)、陳氏38式太極拳(二)、64式太極拳第2段(一)、64式太極拳第2段(二)、42
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全民版99式太極拳、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郭晉豪(1004)、何順天(1037)、宋修雲(2035)、白兆廉(1039)、伍雲卿(2034)、王苓如(
2037)、莊雪津(2036)、顏姵螢(2075)、潘珮淳(2090)、沈信宏(1001)、王富章(1072)、
陳慶松(1002)、成清吉(1073)、邱莛雄(1122)、蔡秉澂(1038)、何孟凡(2001)、吳政寬(
1003)

129、私立美和中學(私立美和中學)
領隊 孫俊弘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孫士桓(1064)

130、潮州國中(潮州國中)
領隊 康金蓮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參賽人員 王健安(1074)

131、屏東縣南榮國中(屏東縣南榮國中)
領隊 吳玉娟 教練:吳玉妙 管理:吳玉娟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拳套路
參賽人員 蔡承峻(1175)

132、屏東縣太極拳協會(屏東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 教練:周英治 管理:
比賽項目： 陳氏38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梁高倫(1297)

133、台東縣太極拳協會(台東縣太極拳協會)
領隊 謝素貞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其他太極器械、37式太極拳(一)、37式太極拳(二)
參賽人員 梁利吉(1357)、陳紅玲(2297)

134、小峰靜代(日本)
領隊 教練:黃景照 管理:
比賽項目： 太極扇、37式太極拳(一)
參賽人員 小峰靜代(2190)



135、本間正昭(日本)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全民版13式太極拳(三)、64式太極拳第2段
參賽人員 本間正昭(1340)

136、台灣順緣太極拳總會南美洲分會(台灣順緣太極拳總會南美洲分會)
領隊 教練: 管理:
比賽項目： 37式太極拳(五)
參賽人員 Gabriel Jose SCOLLO(1387)
推手項目：
隊員 社會男子第七級→Gabriel Jose SCOLLO(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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