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1KG 許栢豪 二林 劉維倫 大同 彭榆閎 三峽 賴彥霖 員林 

2.44KG 林鴻興 北峰 游青煒 員林 温育恆 崇文 陳宇傑 西松 

3.46KG 李建文 明德 姜禮軒 平鎮 林永峯 路竹 呂威霆 鶯歌 

4.48KG 曾冠廷 鶯歌 賴冠宇 員林 劉韋麟 瑞芳 戴均諺 三民 

5.50KG 謝鈺昇 三峽 張梓宸 清泉 林稼豐 蘭州 謝鴻哲 路竹 

6.52KG 黎宇鴻 龍興 陳茂榤 二林 胡瑋倫 明德 巫榮芳 成功 

7.54KG 駱  羿 來義 黃憲榮 清海 邱祥昇 清泉 游鴻安 大同 

8.57KG 林佳興 清泉 楊嘉豪 平和 林俊昱 三峽 張耀庭 誠正 

9.60KG 許鎧任 三民 楊詠竣 蘭州 耿祺軒 二林 黎育祥 誠正 

10.63KG 呂淙維 路竹 王崑弘 三峽 蔡承志 清泉 王承恩 西松 

11.66KG 王威霖 鶯歌 王鉦傑 西松 劉繕瑋 路竹 吳東霖 二林 

12.70KG 江昱霖 北峰 李其諺 員林 陳瑋傑 三峽 陳祐閔 成功 

13.75KG 王建凱 清泉 黃冠群 建華 張宇賢 大同 郭冠希 蘭州 

14.80KG 吳俊宏 誠正 洪鈺竣 二林 楊子龍 成功 林治誠 三峽 

15.80+KG 顏之騫 明德 陳威廷 二林 田  翔 成功 鐘  舜 小港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第五名（敗給季軍） 第五名（敗給殿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1KG 劉玉駿 大德 劉書廷 北峰 陳偉翰 士林 黃育宸 崇文 

2.44KG 林駿源 二林 陳冠睿 三民 陳昱安 蘭州 謝政宏 士林 

3.46KG 朱正翔 三峽 蕭柏豪 小港 張仁奕 西松 郭承憲 北峰 

4.48KG 劉登樺 三峽 朱帝鑫 自強 林秉毅 二林 林守菕 清泉 

5.50KG 莊宏宇 成功 賴志承 大同 徐崇皓 平鎮 顏世裕 員林 

6.52KG 黃家楷 路竹 林芮爾 西松 王傑 三峽 邱昱愷 平鎮 

7.54KG 鄭永新 北峰 蔡宗晏 明德 劉力臣 三峽 金亞恩 龜山 

8.57KG 賴緯綸 蘭州 林志陽 明德 彭文保 龍興 張翰樺 鷺江 

9.60KG 卓聖為 清泉 陳冠尹 鷺江 王文彥 南崁 施柏光 草湖 

10.63KG 黃益宣 蘭州 劉哲維 員林     

11.66KG 賴柏諺 三峽 吳梓豪 平鎮 陳額昀 來義   

12.70KG 楊淵詔 里港 陳威廷 誠正     

13.75KG 黃浚益 里港 洪奕昕 二林     

14.80KG         

15.80+KG 吳仁甫 瑞芳 連緯承 士林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中男生組團體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106年 12月 8日至 12月 12日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名  次 單    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名 清泉國中 2 1 2  1  

第二名 明德高中 2  1   2 

第三名 鶯歌國中 2  1    

第四名 五峰國中 2    1 1 

第五名 二林高中 1 3 1  1 1 

第六名 三峽國中 1 1 1 1 3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中男生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來義 駱羿 

最佳精神獎 員林 李其諺 

最佳教練獎 清泉 林振輝 

優秀教練獎 明德 劉泰均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1KG 洪芯婷 二高 林庭葳 蘭州 林慈恩 五峰 王妤芯 來義 

2.44KGg 林柔萱 清泉 何宣燁 蘭州 劉宇珊 鶯歌 陳俞蓁 成功 

3.46KG 簡綺佑 崇文 羅莉鈞 平鎮 陳宛婷 蘭州 江韻誼 大同 

4.48KG 黃姵琪 員林 尤惠恩 鶯歌 蔡安蕎 誠正 程婉柔 雲蓮 

5.50KG 呂姿瑩 蘭州 陳  馨 富禮 謝采葳 二高 林苡恩 關渡 

6.52KG 蔡亦涵 蘭州 馬敏薰 崇文 林芸榛 清海 陸裔安 誠正 

7.54KG 李意如 鶯歌 羅方妤 蘭州 林婉茹 龜山 蔡憶馨 鷺江 

8.57KG 張宜萱 蘭州 潘鈺萱 崇文 陳怡均 九如 周佩樺 誠正 

9.60KG 蔡馨慧 士林 江信嬉 雲蓮 吳瑀倢 西松 黃宜婕 成功 

10.63KG 林俐瑄 明德 吳美莉 蘭州     

11.66KG 張家薰 蘭州       

12.70KG 林倩羽 員林 賴怡云 雲蓮   吳姿茹 崇文 

13.75KG 柳彥甄 員林 林玉蘋 鳳鳴     

14.80KG 白宛蒨 草湖 張庭瑜 蘭州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第五名（敗給季軍） 第五名（敗給殿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1KG 黃郁晴 百齡 劉秀茹 清海     

2.44KGg 杜唯鈴 誠正 黃妤萱 平鎮 楊儀鑫 清海   

3.46KG 陳可蓁 員林       

4.48KG 吳莉涵 龜山       

5.50KG         

6.52KG         

7.54KG         

8.57KG         

9.60KG         

10.63KG         

11.66KG         

12.70KG         

13.75KG         

14.80KG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中女生組團體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106年 12月 8日至 12月 12日        比賽地點： 新竹市立體育館 

 

名  次 單    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名 蘭州國中 3 5 1   

第二名 員林國中 3    1 

第三名 崇文國中 1 2  1  

第四名 鶯歌國中 1 1 1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中女生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鶯歌 李意如 

最佳精神獎 崇文 馬敏薰 

最佳教練獎 蘭州 劉宗泰 

優秀教練獎 員林 蕭璜議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6KG 余振誠 彰藝 楊福建 二高 曾君洪 鶯工 吳柏寬 育達 

2.49KG 羅宇恩 小港 邱彥祖 鶯工 謝昇典 百齡 鍾天龍 成德 

3.52KG 洪傳勛 百齡 陳嘉豪 鶯工 張登翔 彰藝 徐英傑 育成 

4.56KG 李承威 鶯工 黃善蔚 陸專 游淙棋 彰藝 林俊賢 明德 

5.60KG 麥家豪 成德 鍾鴻明 明德 陳奇楷 二工 黃鉦鈞 路竹 

6.64KG 洪豊鈞 二工 林  囿 成德 余佳豪 明德 羅建祥 路竹 

7.69KG 古賀柏 鶯工 顏育成 沙工 蔡明錡 明德 陳秋竹 二工 

8.75KG 鍾佳堯 成德 黃偉祥 彰藝 葉凱順 育成 林  崧 明德 

9.81KG 林聖燁 彰藝 楊博丞 百齡 林建維 育成 鄭達鈞 明德 

10.91KG 葉文強 二工 周代瀚 鶯工 凃威丞 二高 曾揚傑 育達 

11.91+KG 尤慶皇 明德 詹上毅 彰藝 林聖濠 內埔 柯緣勳 成德 

 



.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第五名（敗給季軍） 第五名（敗給殿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6KG 呂家豪 育成       

2.49KG 林祐謄 二高 林奕宏 育成 黎坤傑 沙工 陳益誠 育達 

3.52KG 張立燊 沙工 錢聖威 成德 謝政儒 西松   

4.56KG 陳秉聰 百齡 鄭騏輝 沙工 陳  勁 磐石 陳  和 西松 

5.60KG 蘇德恩 小港   來撒寶杜 三民 梁育富 永平 

6.64KG 柯清德 沙工 林才裕 二高 吳曉東 永平   

7.69KG 姚勝博 磐石 黃暐城 西松 呼沂謙 小港 蔡承榮 育成 

8.75KG 黎燿丞 沙工 曾清熙 內埔     

9.81KG         

10.91KG 李富成 永平       

11.91+KG 吳軒宇 育成 李得峰 三重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高中男生組團體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106年 12月 8日至 12月 12日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名  次 單    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名 鶯歌工商 2 3 1  

第二名 彰藝高中 2 2 2  

第三名 成德高中 2 1  2 

第四名 二林工商 2  1 1 

第五名 明德高中 1 1 2 3 

第六名 百齡高中 1 1 1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高中男生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百齡 洪傳勛 

最佳精神獎 鶯工 周代瀚 

最佳教練獎 鶯工 郭坤維 

優秀教練獎 彰藝 蕭璜議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女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 45KG 蔡子涵 西松 彭琦雁 磐石 江如芬 百齡 陳宜萱 二高 

2. 48KG 陳宜柔 二高 駱潔瑩 成德 王靖蓉 沙工 黃鈺涵 內埔 

3. 51KG 陳子瑄 西松 林庭芳 二工 蘇貴琳 來義 吳佳芸 百齡 

4. 54KG 林喬羚 育成 王靖欣 沙工 陳金蓮 路竹 何明襄 百齡 

5. 57KG 黃品禎 育成 陳宜楨 育達 梁家妤 內埔 陳雅足 二工 

6. 60KG 黃于庭 成德 蘇靜雯 明德 洪瑋方 二高 陶映瑜 育成 

7. 64KG 洪諭玫 二高 賀思萍 內埔 陳冠欣 沙工 張閔鈞 陸專 

8. 69KG 陳品茹 百齡 陳婷鈺 內埔 邵苡芸 育成 陳泓如 二工 

9. 75KG 楊亞筑 西松 李權喬 小港 陳思瑜 百齡 黃姿餘 育成 

10. 81KG 張薰云 西松 黃芯凝 鶯工     

11.81+KG 莊龍雙 二工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女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第五名（敗給季軍） 第五名（敗給殿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 45KG 孫敏瑄 明德   
    

2. 48KG 周雅琳 二工 葉祐均 三民   
  

3. 51KG      
   

4. 54KG 
        

5. 57KG 
        

6. 60KG 
        

7. 64KG 
        

8. 69KG 
        

9. 75KG 
        

10. 81KG 
        

11.81+KG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高中女生組團體成績一覽表 

(高中女子組)                106年 12月 8日至 12月 12日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名  次 單    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名 西松高中 4    

第二名 育成高中 2  1 2 

第三名 二林高中 2  1 1 

第四名 百齡高中 1  2 2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高中女生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二高 陳宜柔 

最佳精神獎 沙工 王靖欣 

最佳教練獎 西松 賓夢婕 

優秀教練獎 育成 林漢清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9KG 杜柏緯 清華 黃文慶 市大     

2.52KG 許城祐 清華 李宇翔 市大 廖翊丞 市大 劉岳勳 競爭 

3.56KG 林育廷 文化 謝韶翔 文化 江奕宏 台體 盧佳倫 特戰 

4.60KG 林榆鈞 市大 宋維傑 職拳 陳卓晞 台體 蔡松霖 文化 

5.64KG 謝鎧宇 市大 陳家琦 肯將 謝郁安 個人   

6.69KG 潘宏銘 台體 張易陽 台體 陳鵬畯 競爭 洪國成 博拓 

7.75KG 李勝達 市大 劉育麟 竹拳 王友志 文化 况成玥 競爭 

8.81KG 朱峻捷 西松 羅建宣 台體 傅俊吉 樹德 李忠信 競爭 

9.91KG 何紹暉 台體 黃甯彥 文化 邱文俊 競爭 卓桓羽 武術 

10.91+KG 濮宇清 市大 石鑫德 特戰 周松霖 TMMA 蔡科源 個人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男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第五名（敗給季軍） 第五名（敗給殿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49KG         

2.52KG         

3.56KG         

4.60KG 郭育傑 AWD       

5.64KG         

6.69KG 陳家洋 市大       

7.75KG 白凱文 台體 蕭榮仁 沙工 陳永祥 TMMA 吳唯綸 樹德 

8.81KG 袁曉琪 文化 陳冠豪 獵鷹     

9.91KG         

10.91+KG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社會男子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清華 杜柏緯 

最佳精神獎 市大 黃文慶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女子組】               日期：106年 12月 8日至 12日         地點：新竹市立體育館 

姓名、名次 

級別、體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敗給冠軍） 第三名（敗給亞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 .45.01－48kg 秦千惠 文化 葉惠慈 職拳 周楚涵 清華 黃如玉 博拓 

2. 48.01－51kg 賓夢婕 西松 吳淑芬 台體 朱如潔 市大 侯玥君 拳聯 

3. 51.01－54kg 林郁婷 文化 鄭詡福 市大   林郁卿 沙工 

4. 54.01－57kg 林思婷 台體 李亞欣 TMMA 劉怡青 鐵拳 陳宜葶 東大 

5. 57.01－60kg 黃筱雯 輔仁 陳靜萱 市大     

6. 60.01－64kg 吳詩儀 西松 劉家君 清華 林亞萱 輔仁 潘雁妮 特戰 

7. 64.01－69kg 林李唯仙 台體 陳沛君 清華     

8. 69.01－75kg 陳念琴 清華       

9. 75.01－81kg         

10.  81+ kg 秦詩貽 鐵拳       

 



 

10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社會女子組個人獎項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最佳技術獎 文化 林郁婷 

最佳精神獎 清華 陳沛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