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35.01-38kg 呂家豪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顏成合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楊福建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陳嘉尚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38.01-40kg 黃文鋒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黃昱勳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馮聖翃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駱羿 來義高級中學

40.01-42kg 伍承耀 南投縣立同富國中 林奕宏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林威志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巫誌騰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42.01-44kg 余振誠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陳嘉豪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鄭騏輝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莊崴至 屏東縣立里港國中

44.01-46 kg 陳亞雋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林俊賢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洪紹昱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林加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46.01-48 kg 張登翔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蔡瑞智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劉洵甫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廖尉伸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48.01-50 kg 賴志騏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林祐謄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陳  勁 新竹市富禮國中 張弘源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50.01-52 kg 游淙棋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林俊宇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黃政豪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廖海銘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52.01-54 kg 吳俊毅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洪咨琮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朱敬堯 花蓮縣立美崙國中 陳一夫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54.01-57 kg 蔡承榮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洪聖博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姚立文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 鄭凱鴻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57.01-60 kg 羅建祥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賴晃政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林囿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謝念恩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60.01-63 kg 蔡明錡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林才裕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黃文陽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胡志祥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63.01-66 kg 洪愷蔚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張子元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蕭楷峻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詹長翰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66.01-70kg 陳霆 個人 蘇銘弘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林建維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吳昌哲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70+kg 梁瑋宗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詹上毅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林冠傑 彰化縣立草湖國中 林聖濠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團體錦標第一名

團體錦標第二名

團體錦標第三名

團體錦標第四名

團體錦標第五名

團體錦標第六名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中華民國104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35.01-38kg 張竣皓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呂威霆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38.01-40kg 王少柏 臺中市立清海國中 黃旻翔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40.01-42kg 林文山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42.01-44kg 郭建誠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賴緯綸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李貞翰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44.01-46 kg 吳家文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劉韋麟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莊進榤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陳和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46.01-48 kg 王嘉豪 南投縣立同富國中 彭崧瑋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張梓宸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48.01-50 kg 劉家豪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駱克 來義高級中學 徐子祐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黎江瑋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50.01-52 kg 莊浩平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許博淳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侯睿煜 新北市秀峰高中 吳文傑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52.01-54 kg 汪柏諭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54.01-57 kg 曾奕鈞 桃園縣立龍興國中 陳秋竹 臺中市立清海國中 鄭皓平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57.01-60 kg 劉柏佑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游沖和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黃祥昱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60.01-63 kg 吳承霖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李其諺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63.01-66 kg

66.01-70kg 黃偉祥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呼沂謙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鄭達鈞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70+kg 葉哲維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中華民國104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35.01-38㎏ 黃鈺涵 屏東縣立九如國中 田潔琳 南投縣立同富國中 巫家宥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陳俞蓁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38.01-41㎏ 張宜萱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蔡依琳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李涵伶 新北市秀峰高中 孫敏瑄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41.01-44㎏ 李昱玟 新竹市富禮國中 袁妁宣 新北市秀峰高中 蔡昀軒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王素芬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44.01-46㎏ 張宜柔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何明襄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周佩蓉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林子暄 日新國中

46.01-48㎏ 蔡子涵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王薏琇 士林國中 蔡安蕎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陳憶薰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48.01-50㎏ 馮詩庭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怡恩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吳梓暄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陳玥彤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50.01-52㎏ 梁家妤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湯嘉云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張育瑄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陳寀絨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52.01-54㎏ 賀思萍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陶映瑜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鄭曼靜 Auba 部落拳擊站 標心樺 台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

54.01-57㎏ 崔學慈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陳婷鈺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林庭芳 個人 史寶兒 南投縣立同富國中

57.01-60㎏ 洪諭玫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郭于筠 新北市秀峰高中 謝佳蓉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陳婉婷 台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

60.01-63㎏ 邵苡芸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蔣心如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許安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陳冠欣 臺中市立清海國中

63+㎏ 柯媛蒨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陳思瑜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林倩羽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 楊子萱 士林國中

團體錦標第一名

團體錦標第二名

團體錦標第三名

團體錦標第四名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中華民國104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35.01-38㎏

38.01-41㎏ 吳如月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梁翎妁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41.01-44㎏ 周沂頴 屏東縣立崇文國中

44.01-46㎏

46.01-48㎏

48.01-50㎏

50.01-52㎏

52.01-54㎏

54.01-57㎏

57.01-60㎏

60.01-63㎏

63+㎏

第五名 第六名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中華民國104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40.01-43 kg 張宏育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林奕旻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潘沂鑫 國立內埔農工 黎坤傑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3.01-46 kg 黃文慶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鍾成龍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汪翔宇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張立燊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6.01-49 kg 許城祐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李承威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薛思漢 來義高級中學 賴朝瑋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49.01-52 kg 冉俊賢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許宥發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黃品憲 彰 化 藝 術 高 中 謝韶翔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52.01-56 kg 洪嘉和 來義高級中學 林文君 國立內埔農工 吳豐均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陳璽雍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56.01-60 kg 謝念祖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許皓翔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林孟翰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宋維傑 來義高級中學

60.01-64 kg 謝郁安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黃兆呈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李勝達 淡江高中 沈廷瑋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64.01-69 kg 吳彥宇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楊立勛 國立二林工商 莫那.喇藺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尤宏瑋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69.01-75 kg 甘家葳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梁育維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江東庭 新北市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李宇傑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75.01-81 kg 黃翊軒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羅建宣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葉文仁 國立二林工商 陳宥瑞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81.01-91kg 何紹暉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葉建豪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吳印龍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涂威丞 國立二林工商

91+ kg 樸宇清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姜世鴻 國立二林工商 邱邦哲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尤慶皇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團體錦標第一名

團體錦標第二名

團體錦標第三名

團體錦標第四名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中華民國104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40.01-43 kg

43.01-46 kg

46.01-49 kg 洪傳勛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張家豪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蕭千泰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李念華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49.01-52 kg 洪愷均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鍾鴻明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陳奕聰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高奕緯 來義高級中學

52.01-56 kg 傅俊吉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劉家祥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余佳豪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陳秉聰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56.01-60 kg 黎燿丞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運鴻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李文智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謝鎧宇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60.01-64 kg 蔡澤昇 國立二林工商 莊智清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陸正安 來義高級中學 謝學鈞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64.01-69 kg 謝嘉恩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張易陽 國立內埔農工 黃仕杰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69.01-75 kg 陳  韋 國立內埔農工

75.01-81 kg 朱峻捷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楊鎔瑝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81.01-91kg

91+ kg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中華民國104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39.01-42㎏ 蔡瑗庭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鄭小玉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江如芬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陳俞君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42.01-45㎏ 馮詩妮 國立內埔農工 潘心慈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林宜靜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彭琦雁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駱潔瑩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45.01-48㎏ 林心嵐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周楚涵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王靖蓉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佩芳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48.01-51㎏ 張家潔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王靖欣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羽婕 彰 化 藝 術 高 中 洪玉珠 彰化縣二林高級中學

51.01-54㎏ 吳詩儀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楊琇惠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鄭詡諨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林喬羚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54.01-57㎏ 林婉婷 國立內埔農工 陳雅足 國立二林工商 顏筱涵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施靜如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57.01-60㎏ 林亞萱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王思婷 國立內埔農工 黃筑筠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60.01-64㎏ 胡文馨 國立內埔農工 林彥妤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李慧汝 Auba 部落拳擊站

64.01-69㎏ 梁家婕 國立內埔農工

69+ 楊亞筑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謝憶茹 Auba 部落拳擊站

團體錦標第一名

團體錦標第二名

團體錦標第三名

團體錦標第四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國立內埔農工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第五名

中華民國104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高中女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8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
館)

第一名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46.01-49kg 林宏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林瑞憲 國立體育大學 杜柏緯 新竹市拳擊委員會 廖子譯 國立嘉義大學

49.01-52kg 林育廷 中國文化大學 黃奕翔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蘇柏聲  嘉 南 藥 理 大 學

52.01-56kg 林榆鈞 臺北市立大學 廖廷翔 中國文化大學 高仕彥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偉智 陸軍專科學校

56.01-60kg 洪嘉慶 臺北市立大學 李泉緯 中國文化大學 陳長榮 TMMA臺北格鬥運動館 馬偉漢 Auba 部落拳擊站

60.01-64kg 賴彥辰 臺北市立大學 白凱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銘洋 高雄原本截拳道 李聖熏 陸軍專科學校

64.01-69kg 曾聖皓 輔仁大學中巨拳擊隊 林正凱 臺北市立大學 王鶴宸 華梵大學 郭宇辰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69.01-75kg 鍾永晟 國立體育大學 劉育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洪銘華 國立嘉義大學 闕浚臣 輔仁大學中巨拳擊隊

75.01-81kg 葉晉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許瑞源 臺北市立大學 陳永祥 TMMA臺北格鬥運動館 胡智凱 高雄原本截拳道

81.01-91kg 邱煜權 臺北市立大學 呂偉誠 個人 楊顯俊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余韋忠 中國文化大學

91+kg 丁郁哲 臺北市立大學 顧重光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 黃甯彥 中國文化大學

中華民國104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社會男子組）
日期：104年11月19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級別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45.01-48kg 謝孟君 西松高中 秦千惠 臺北市立大學 賴芷伶 國立嘉義大學 賴品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8.01-51kg 李佳芬 玄奘大學 吳淑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朱容德 華梵大學

51.01-54kg 黃筱雯 輔仁大學東巨拳擊隊 陳鈺茹 國立嘉義大學 王采樺 陸軍專科學校 蔡佳洵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54.01-57kg 林郁婷 中國文化大學 柯姵綺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蔡依柔 陸軍專科學校

57.01-60kg 陳玫伶 臺北市立大學 林芷蓮 陸軍專科學校

60.01-64kg 林李唯仙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邱毓庭 華梵大學

64.01-69kg 陳佳君 臺北市立大學 吳沛儀 國立嘉義大學 黃晴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黃映雙 輔仁大學東巨拳擊隊

69.01-75kg 陳念琴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蔡芝瑜 陸軍專科學校 吳岱芬 臺北市立大學 李品瑤 華梵大學

75.01-81kg 麥智翔 國立體育大學

81+kg 陳郁芳 華梵大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中華民國104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社會女子組）
日期：104年11月20日~11月22日

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思源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