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屆青年盃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成績公告

個人競賽

高中女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陳姸忻(2094)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1
呂紹涵(2005)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2
陳俐妤(2004)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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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群(1057)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1

國小女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馬若恩(2087)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1
趙千榕(2149)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2
江亞軒(2189)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3
彭若妍(2133)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4

岡部美夏(2103)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5
林家俞(2113)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6
劉詠馨(2090)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7
郭永涵(204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24式太極拳 8

國小男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王乙丞(1142)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1
沈裕惟(1217)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2
吳金烜(1182)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3
嚴中鍇(1141)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4
葛以喬(1131)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5
楊凱澤(1130)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6
何品頡(1181)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7
謝柏安(1041)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24式太極拳 8

國中女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李穎(2136)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1

李姿儀(2086)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2
沈奕瑾(2181)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3
黃湘晴(2137)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24式太極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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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 24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楊宥安(1169)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1
李岳洋(1171)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2
周進鑫(1139)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3
謝柏諺(1035) 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4
黃彥勛(1038)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24式太極拳 5

國小女子組 — 全民版64式太極拳第2段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鄭羽彤(2131) 彰化縣北斗鎮北斗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64式太極拳

第2段
1

謝昀庭(2129) 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64式太極拳
第2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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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念竩(2098)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小女子::

夕陽美功夫
扇

郭沛恩(2024)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小女子::
陳氏48式太

極扇
嚴珮恩(2097)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小女子::

夕陽美功夫
扇

陳宥榛(2102)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國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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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乙丞(1142)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小男子::3

2式太極劍
周聖翰(1132)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小男子::

夕陽美功夫
扇

楊凱澤(1130)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小男子::3
2式太極劍

張祐邦(1125)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國小男子::
功夫扇52式

洪寬喜(105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5 國小男子::3
2式太極劍

嚴中鍇(1141)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小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6 國小男子::3
2式太極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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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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篠嵐(2028) 新北市板橋區楊家太極拳武術發展

協會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中女子::

太極夜行刀
黃湘晴(2137)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中女子::3

2式太極劍
蔡瑋庭(2135)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中女子::3

2式太極劍
蔡蓁蓁(2096)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國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國中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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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枘鋅(1226)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國中男子::

夕陽美功夫
扇

黃彥勛(1038)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國中男子::
夕陽美功夫

扇
李岳洋(1171)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國中男子::3

2式太極劍
陳冠翔(1179)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國中男子::

陳式36太極
刀

黃奕杰(1143)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5 國中男子::
陳式太極劍

高中女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楊至筠(2191)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1
高湘芸(2006)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2

高中男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靖紘(1185)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1

國小女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瑞憶(2132)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拳 1
林家榛(2100)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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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王瑞襄(2179)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1
魏庭軒(2138)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2
蔡瑋庭(2135)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3
楊卉庭(2143)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4
鍾辰訢 (2161) 桃園市太極拳總會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5
黃宇萱(2158)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6
劉毓盈(2157)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拳 7

國中男子組 — 42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鍾允碩(1176)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1
徐稟穎(1173)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2
杜冠毅(1137)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3
葉宥伸(1053)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4
黃瑞銘(1140)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5
曹恩璿(1036)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6
潘昱豪(1214)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7
楊承鑫(1037)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拳 8

國小女子組 — 3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趙千榕(2149)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32式太極劍 1
蕭彥煣(2148)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32式太極劍 2
郭永涵(204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32式太極劍 3
詹皓紜(2101)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32式太極劍 4

國中女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王瑞襄(2179)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1
朱宥恩(2142)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2
李姿儀(2086)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3
李穎(2136)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4

楊卉庭(2143)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5
魏庭軒(2138)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6
李巧云(2007)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7
黃宇萱(2158)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8

國中男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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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冠毅(1137)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1
曾柏喬(1178)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2
鍾允碩(1176)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3
徐稟穎(1173)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4
曹恩璿(1036)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5
黃瑞銘(1140)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6
徐瑋伯(1175)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7
楊承鑫(1037)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8

國小女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家榛(2100) 臺北市立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劍 1
林瑞憶(2132)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劍 2
吳念亭(2190)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劍 3
賴泇尹(2130) 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42式太極劍 4

國小男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謝彤澤(1163) 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42式太極劍 1

高中女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楊至筠(2191)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1
陳誼宣(2095)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2
高湘芸(2006)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3
黃鈺涵(2159)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中女子 42式太極劍 4

高中男子組 — 42式太極劍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廖拓植(1006)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1
林靖紘(1185)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中男子 42式太極劍 2

高中女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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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盼言(2081)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簡巧筑(2170)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廖思晴(2049)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簡妤真(2165)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高級

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張姝涵(2166)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高級
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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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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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淇楓(1161)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陳兆翔(1058)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國小女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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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欣妤(2088)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廖云瞳(2144) 雲林縣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林念竩(2098) 基隆市太極拳協會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李沛珊(2156)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陳羽彤(2155)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5
林衍妡(2153)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6

國小男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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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睦潤(1164)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謝柏樂(1040)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徐子程(1157) 新竹市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國小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3
馬睿輿(1162)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4
蔡昊均(1111)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5

國中女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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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螢榆(2128) 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陳薈羽(2134)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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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翔(1179)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1
趙冠穎(1168)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全民版13式太極拳 2

國小女子組 — 全民版易簡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呂紹妘(2106)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易簡太極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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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女子組 — 全民版99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靖庭(2023)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全民版99式太極拳 1

高中男子組 — 全民版陳氏38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廖拓植(1006)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男子 全民版陳氏38式太

極拳
1

國中女子組 — 全民版陳氏38式太極拳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許珈瑄(2020)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國中女子 全民版陳氏38式太

極拳
1

國小男子組 — 全民版楊氏32式太極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林睦潤(1164) 高雄市李派太極拳推廣協會 國小男子 全民版楊氏32式太

極刀
1

蔡昊均(1111)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 國小男子 全民版楊氏32式太
極刀

2

國中男子組 — 全民版楊氏32式太極刀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葉宥伸(1053)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國中男子 全民版楊氏32式太

極刀
1

國小女子組 — 太極功夫扇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邱韋瑋(2112)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太極功夫扇 1
黃苡喬(2045)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太極功夫扇 2
黃品茜(2150)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太極功夫扇 3
林家俞(2113)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太極功夫扇 4

高中女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簡巧筑(2170)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高中女子::

陳氏48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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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扇
呂紹涵(2005)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高中女子::3

2式太極劍
陳俐妤(2004)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高中女子::3

2式太極劍
鄭嵐云(2026)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4 高中女子::

夕陽美功夫
扇

黃靖薰(206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5 高中女子::
夕陽美功夫

扇
葉丞紜(2123)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器械 6 高中女子::

陳式36式太
極刀

高中男子組 — 其他太極器械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趙淇楓(1161)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1 高中男子::

自選太極扇
陳兆翔(1058)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2 高中男子::

陳氏新架太
極劍

翁聖博(1056)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中男子 其他太極器械 3 高中男子::
夕陽美功夫

扇

高中女子組 — 其他太極拳套路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黃靖薰(206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高中女子 其他太極拳套路 1 高中女子::

陳氏新架太
極拳

國小女子組 — 其他太極拳套路成績

姓名 單位名稱 群組 競賽項目 名次 備註
郭沛恩(2024)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國小女子 其他太極拳套路 1 國小女子::

陳氏老架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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