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會員編號 單位 代表人 應繳年費情況

001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謝○彬 於111年02月25日繳清111年年費

002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林○清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003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陳○福 於111年01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004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紀○珍 於111年01月21日繳清111年年費

005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張○峰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006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顏○源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007 中國文化大學 曾○強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008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洪○霞
於110年10月14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09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施○珠 於111年02月11日繳清111年年費

010 新北市拳擊委員會 李○東 於111年02月25日繳清111年年費

011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鄭○庭 於111年02月14日繳清111年年費

012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黃○海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013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周○賜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014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謝○裕 於111年02月09日繳清111年年費

015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蕭○議
於110年10月25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016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張○超
於110年10月19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1日繳清111年年費

017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葉○雄 於111年02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018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沈○杰 於111年02月07日繳清111年年費

019 臺北市立大學 戴○齡 於111年01月28日繳清111年年費

020 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涂○娟 110年、111年未繳

024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沈○凱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025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劉○光
於110年10月19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1月26日繳清111年年費

026 國立體育大學 陳○綾 於110年03月10日繳清111年年費

027 國立嘉義大學 薛○舜
於110年02月01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1日繳清111年年費

028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恩 於111年02月09日繳清111年年費

029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江○偉 於110年11月23日繳清111年年費

030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林○ 111年未繳

031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謝○夫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032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王○豪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033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江○益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34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學 余○盛 於111年01月21日繳清111年年費

036 新竹市磐石高級中學 陳○濟
於110年10月14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37 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 賴○豐 於111年02月11日繳清111年年費

038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許○酌 於111年01月18日繳清111年年費

039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陳○民
於110年10月29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40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邱○甫
於110年02月20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41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 吳○中 於111年02月17日繳清111年年費

042 屏東縣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陳○洋 111年未繳

043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羅○策 於111年02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044 國立清華大學 陳○華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045 TMMA臺北格鬥運動館 邱○智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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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輔仁大學 曾○裕 於111年02月16日繳清111年年費

047 社團法人臺東縣教育發展協會 林○○皓 111年未繳

048 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 王○正 110年、111年未繳

049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王○豪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51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趙○弼 於111年02月17日繳清111年年費

057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謝○士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58 國立臺東大學 曾○銘
於111年03月02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2日繳清111年年費

059 臺灣職業拳擊協會 葉○雄
於110年10月12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62 桃園市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余○琪 於111年03月04日繳清111年年費

063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邱○娟 於111年02月23日繳清111年年費

064 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 吳○彰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65 肯將拳擊運動訓練中心 趙○瑞 111年未繳

069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陳○晉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4日補繳111年年費

073 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 黃○文 於111年01月26日繳清111年年費

074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林○君
於110年10月25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81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傅○琴 於111年01月21日繳清111年年費

082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黃○騰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083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蔡○雅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084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 陳○新 於111年01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085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洪○代 111年未繳

087 陸軍專科學校 石○龍 於111年02月23日繳清111年年費

08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王○原 於111年01月26日繳清111年年費

090 美和科技大學 陳○明 於111年01月27日繳清111年年費

093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陳○綵
於110年03月17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096 新竹市拳擊委員會 蕭○煌 於111年02月08日繳清111年年費

101 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林○生
於110年10月25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06 樹德科技大學 王○祥
於110年10月29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2月10日繳清111年年費

107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林○墩
於110年10月26日重新入會

111年未繳

111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李○桂 111年未繳

113 台中市拳擊委員會 洪○洲 111年未繳

117 Boxing One 中山拳館 朱○清 於110年03月04日繳清111年年費

119 嘉義市體育會拳擊委員會 廖○雄 於111年02月15日繳清111年年費

120 彰化縣體育會拳擊委員會 洪○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127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 王○敏 於111年01月19日申請退會

129 雲林縣義峰高級中學 蕭○任 110年、111年未繳

130 台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王○丞
於110年10月27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132 彰化縣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胡○瑞 110年、111年未繳

142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王○勝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43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李○毅
於111年03月03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3日繳清111年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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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拳鬪 王○祥
於110年10月29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46 武甲總合武術 宋○諺 111年未繳

147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

等學校
鄭○桂

於110年10月12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48 BTSS 博拓運動空間 吳○霏 110年、111年未繳

150 台南市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黃○弘 於111年01月28日繳清111年年費

15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弘 110年、111年未繳

152 花蓮縣體育會 溫○霖
於110年10月27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53 HAMO 技擊體能運動站 邱○權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155 新竹縣立五峰國民中學 張○雄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於111年03月02日繳清111年年費

156 Punch-Power打擊力量健身房 李○華 110年、111年未繳

157 雲林縣立虎尾國民中學 王○燦 111年未繳

158 拳士瘋 祺綾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黃○祺 110年、111年未繳

159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張○程 110年、111年未繳

160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蔡○坤 110年、111年未繳

161 造新星拳擊有限公司 林○民 110年、111年未繳

162 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 李○軒
於110年02月22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63 機步333旅自由搏擊社 林○坪 110年、111年未繳

164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豪
於111年02月28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65 花防部機步營 金○志 110年、111年未繳

166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蘇○宏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67 北體新概念有限公司 黃○芳
於110年10月2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68 台北市大同高級中學 簡○雲 110年、111年未繳

169 台北市志仁高級中學職進修學校 吳○程 110年、111年未繳

170 台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張○文 110年、111年未繳

171 台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李○奕 110年、111年未繳

172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黃○玫 110年、111年未繳

173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世○宗 於110年02月26日繳清111年年費

174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李○ 110年、111年未繳

175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曾○財
於110年02月18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76 台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 邱○諄 於111年02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177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徐○弘
於110年03月16日補繳110年年費

111年未繳

178 新竹市拳擊運動發展協會 許○郎
於110年04月22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79 桃園市體育會拳擊委員會 謝○夫
於110年05月24日新入會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180 彰化縣二林區拳擊協會 謝○旭
於110年07月28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81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甫
於110年09月08日新入會

於111年01月20日繳清111年年費

18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蘇○芬
於110年10月19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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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建國科技大學 王○欽
於110年10月22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84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高○聖
於110年10月25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85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黃○祺
於110年10月22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86 桃園市立幸福國中 鍾○晟
於110年10月22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87 台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莊○明
於110年10月25日新入會

於111年02月24日繳清111年年費

188 陸軍特種訓練中心 杜○賢
於110年10月23日新入會

於111年02月13日繳清111年年費

189 桃園市立大溪國中 胡○凡
於110年10月26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90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謝○宏
於110年10月26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91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學 趙○君
於110年10月26日新入會

於111年02月22日繳清111年年費

192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陳○介
於110年10月26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93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 何○德
於110年11月04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94 臺中市立北勢國民中學 鄭○信
於111年01月20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195 臺南市體育總會拳擊委員會 林○祐
於111年02月08日新入會

111年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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