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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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KG 徐諺威 士林 王志緯 鳳鳴 林哲緯 日新 張家傑 北五峰 

2.42KG 陳昱辰 九如 鄭宥澤 三民 彭翊桓 三峽 林邑宗 鳳鳴 

3.44KG 湯恩峻 明德 許博軒 平鎮 蘇瑋皓 九如 郭盛其 誠正 

4.46KG 劉俊延 崇文 謝明諺 鶯歌 范書睿 蘭州 康閔欽 二高 

5.48KG 陳柏廷 蘭州 洪志諺 二高 李政霖 士林 劉昱廷 百齡 

6.50KG 宋昱儒 平鎮 邱宏恩 成德 連天翔 三峽 林子原 二高 

7.52KG 王凱玄 鶯歌 彭家豐 成德 蔡承均 蘭州 葉昊 來義 

8.54KG 蔡震禹 鶯歌 林翊晟 三峽 傅柏維 楊梅 楊郁祥 路竹 

9.57KG 黃柏凱 士林 簡文隆 瑞芳 張晉恩 大德 吳林詠叡 三峽 

10.60KG 林威仲 清泉 莊茗順 明德 蕭宇韜 士林 林家偉 三峽 

11.63KG 蘇正哲 三峽 吳泓陞 士林 蔡孟昕 漢口 廖博諺 蘭州 

12.66KG 蔡璿樽 蘭州 陳育暘 員林   王中佑 清海 

13.70KG 鄭峻宇 九如 鍾政宸 三峽 洪俞凱 二高 薛邦堃 崇文 

14.75KG 游奕聖 員林 李節桓 誠正 蘇昱錡 三峽 王俞棠 清海 

15.80KG 黃品翔 二高 高辰恩 來義 蔡竹箖 誠正 張祐菘 員林 

16.80+KG 戈昊君 草湖 蔡尚育 清海 黃丞鴻 里港 馬祖陞 來義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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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KG 江濬偉 來義 林立齊 蘭州 陳建宇 小港   

2.42KG 王翰恩 明德       

3.44KG 許佑安 員林       

4.46KG 曾宥偉 士林 呂至弘 三民 陳澤亞 來義 蔡宇程 成功 

5.48KG 王恩 三峽 陳其炫 清海 張家睿 三民 王宏恩 鶯歌 

6.50KG 江寶宇 鶯歌 陳昱愷 清海 陳祐頡 士林 王文和 清泉 

7.52KG 張齊 三峽 陳俊豪 清海 楊景翔 成功 洪翊嘉 路竹 

8.54KG 周宥辰 蘭州 李侑澤 清泉 徐正彥 大同 陳暐勛 清海 

9.57KG 楊暋立 蘭州 蔡博鈞 清泉 呂慶風 鶯歌 黃聖龍 三民 

10.60KG   黃玄武 蘭州     

11.63KG 楊博宇 鷺江 陳勝凱 九如     

12.66KG   潘冠豪 三峽     

13.70KG 李佳祐 瑞芳 林郡章 建華 盧柏宇 員林   

14.75KG 劉駿佑 興仁       

15.80KG 林漢斐 三峽       

16.80+KG 張文聰 興仁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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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敗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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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KG 申欣靄 中壢 吳宛蓉 鶯歌 劉育慈 成功     

2.42KG 張芷瑜 鳳鳴 紀兌亭 九如 呂奕綺 明德 王宥勻 平鎮   

3.44KG 黎羽恩 清泉 劉怡婷 崇文 陳芊 九如 陳詩璇 二高 詹茹月 員林 

4.46KG 許善庭 二高 張芷瑤 北五峰 邱于芳 百齡 王靖惠 三峽   

5.48KG 楊子瑩 士林 王芷嫻 鶯歌 楊茵淇 蘭州 紀雅禎 二高 林紫瑀 明德 

6.50KG 王采薇 鶯歌 鄭琬諠 士林 劉微琳 蘭州 高煒甯 崇文 林詩璇 鷺江 

7.52KG 陳品妤 蘭州 林盈睿 北五峰 黃秀琳 大同 林姝廷 百齡   

8.54KG 吳思璇 明德 陳佳彣 瑞芳 陳子惠 鳳鳴 吳雅蓁 鷺江   

9.57KG 李珮蓁 鷺江 林郁馨 明德 林恩慈 清泉 蔡子妍 鶯歌   

10.60KG 卓妤庭 清泉 石洪馨 崇文 李姿羽 蘭州     

11.63KG 康綺芳 鳳鳴 鍾宜廷 三峽 張芷儀 北五峰 廖家締 中壢   

12.66KG 楊家溱 北五峰         

13.70KG 林芷伶 百齡 黃欣 北五峰 劉佳忻 蘭州     

14.75KG 陳詩茜 蘭州 高君艾 鶯歌       

15.80+KG 李穎娸 三峽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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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冠毅 二高 鄭宇翔 沙工 陳偉翰 百齡 吳佳錠 慈幼 

2.49KG 許栢豪 二高 劉韋麟 明德 張祈恩 沙工 郭承憲 能仁 

3.52KG 楊閔舜 二高 張梓宸 沙工 林永峯 路竹 許韶翔 明德 

4.56KG 王健宇 沙工 李貞學 明德 林鴻興 能仁 石正瑜 小港 

5.60KG 林秉毅 二高 張仁奕 西松 賴緯綸 育成 謝鴻哲 路竹 

6.64KG 黃正戎 西松 駱羿 來義 林俊昱 明德 呂淙維 路竹 

7.69KG 林佳興 沙工 陳孟揚 成功 王威霖 鶯歌   

8.75KG 黃冠群 成德 吳哲輝 鶯歌 劉繕瑋 路竹 林鴻寰 沙工 

9.81KG 楊詠竣 育成 王建凱 沙工 洪冠騰 路竹 林志陽 百齡 

10.91KG 顏之騫 明德 薛東震 百齡 陳威廷 二高 陳祐閔 成功 

11.91+KG 潘辰威 成德 徐宇宸 開南 連緯承 百齡 簡佑銓 北工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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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KG 徐諺霖 百齡 柳權烜 員商 灰庭承宏 花體 錢柏翰 育成 

3.52KG 蘇郁恩 鶯歌 高子恆 成德 黃進峰 成功 葉盛煜 能仁 

4.56KG   劉棋翔 鶯歌 張凱華 永靖 朱正翔 北工 

5.60KG 林哲煒 育達 林振威 來義 王志文 北工 歐家諺 鶯歌 

6.64KG 賴駿瑋 彰藝 陳昱安 百齡 王宥翔 二商 羅懷昇 成德 

7.69KG 劉力臣 明德 朱瑞恩 育成 廖宏倡 能仁   

8.75KG 陳信宏 西松 黃湐修 屏高 劉子豪 百齡   

9.81KG 劉丞恩 成德       

10.91KG         

11.91+KG 蔡雄州 沙工       

 



 
109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高中女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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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敗給冠軍） 第五名（敗給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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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KG 邱敬鈺 百齡 黃脩詒 彰藝 林品均 沙工 洪芯婷 二商     

2.48KG 劉千綾 西松 林慈恩 能仁 郭怡萱 成德 羅于婷 鶯歌 王韻筑 來義 吳莉涵 磐石 

3.51KG 劉宇珊 鶯歌 何孟涵 育成 游晨妤 彰藝 洪嘉臨 二高     

4.54KG 蔡少瑀 百齡 邱智琳 路竹 王俞捷 沙工 陳馨 磐石     

5.57KG 呂姿瑩 育成 洪珮綺 小港 陳宛婷 百齡 莊芳瑜 二商     

6.60KG 蔡馨慧 百齡 蔡憶馨 三民 李依純 小港 吳佳芸 育成     

7.64KG 吳瑀倢 西松 李敏 內埔 羅方妤 百齡 林筠霈 二高     

8.69KG 張家薰 育成 田少萱 內埔         

9.75KG 洪諭玫 二高 張中墐 明德 陳品瑄 育成 王心言 內埔     

10.81KG 林倩羽 彰藝           

11.81+KG 陳秋燕 百齡 呂承紅 明德 林秉儀 育成       



 

109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5日至 11月 28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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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KG 杜柏緯 竹拳 洪傳勛 文化 A 林奕宏 市大 A 林祐謄 市大 B 

2. 57KG 陳柏亦 輔仁 A 潘建宇 輔仁 B 陳和 市大 A 陳嘉豪 南亞 

3. 63KG 賴主恩 PUNCH 林囿 清華 A 謝郁安 TMMAA 洪有勝 市大 B 

4. 69KG 潘宏銘 屏東 鄭思鴻 國體 鄭沛倫 PUNCH 蕭庠羽 文化 A 

5. 75KG 全王家駿 台體 A 王友志 文化 A 蔡承榮 輔仁 A 陳清順 HAMO 

6. 81KG 甘家葳 輔仁 A 鍾佳堯 清華 A 吳承霖 台體 A 潘柏丞 肯將 

7. 91KG 何紹暉 台體 A 朱峻捷 國體 張智鈞 新星 張沅橋 概念 

8. 91+KG 張瑋豪 FIT   洪俊威 正義   

 



 
109年度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男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5日至 11月 28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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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KG         

2. 57KG 楊福建 嘉義 林育廷 TMMAA 李元勝 文化 A   

3. 63KG 陳科銘 肯將 黃于修 高雄 李宇翔 市大 A 李政諺 拳鬪 

4. 69KG 黃暐城 臺體 A       

5. 75KG 陳信翰 個人 黃立閎 桃園 黃俊樺 嘉義 林文誠 埔光 

6. 81KG 鍾永晟 桃園 周代瀚 文化 B     

7. 91KG         

8. 91+KG         



 

【個人成績一覽表】 
【社會女子組】                         日期時間：109年 11月 25日至 11月 28日                地點：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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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KG 蔡子涵 國體 秦千惠 文化 魏綺儀 嘉義 陳宜瑄 高師 

2.51KG 吳梓暄 輔仁 A 吳佳芸 臺體 B 朱如潔 市大 蔡知辰 博拓 

3.54KG 黃筱雯 輔仁 A 何明襄 市大 林佳樺 台體 B 丁蘭馨 博拓 

4.57KG 林思婷 台體 A 劉怡青 台中 魏彤羽 TMMA 陶映瑜 輔仁 A 

5.60KG 林郁婷 文化       

6.64KG 吳詩儀 國體 蘇靜雯 輔仁 A 吳佩樺 武甲   

7.69KG 吳沛儀 北市 黃于庭 清華 莊龍双 嘉義 江庭瑜 台體 A 

8.75KG 陳念琴 清華 林亞萱 輔仁 A 陳思瑜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