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男子組】                  日期時間：111年 11月 15日至 1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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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KG 彭建宏 成德 徐正宇 小港 郭宇翔 蘭州 林軒弘 崇文 

2.46KG 李尚軒 蘭州 陳家興 鶯歌 潘柏緯 百齡 邵凡睿 三民 

3.48KG 李秉軒 士林 楊筌鈞 員林 楊智佳 清泉 陳宥安 蘭州 

4.50KG 徐諺威 士林 洪群賀 三峽 林晉宇 鶯歌 楊湘富 崇文 

5.52KG 賴冠珉 員林 王翰恩 明德 陳韋翰 二林 柯邵威 平鎮 

6.54KG 林恩毅 蘭州 楊竣程 成功 黃瑋喆 鶯歌 王彥富 二林 

7.57KG 陳畇崴 三峽 胡耀鈞 來義 謝廷侑 平鎮 姜永制 大德 

8.60KG 張  齊 三峽 黃浤富 員林 陳柏諺 士林 黃得峻 幸福 

9.63KG 蘇柏宇 小港 洪偉玄 二林 洪麒翔 崇文 林昱廷 員林 

10.66KG 劉勁亨 三峽 周伯虔 崇文 王羲太 鶯歌 陳焌昕 路竹 

11.70KG 黃泰瑋 士林 胡甫林 鶯歌 王子恩 員林 李佳祐 瑞芳 

12.75KG 黃郁盛 二林 李元鈞 員林 潘家元 九如 程光曜 三峽 

13.80KG 蘇善緣 來義 吳佳興 蘭州 陳冠裕 里港 吳俊棋 三峽 

14.80+KG 高錫安 來義 郭崙鈞 宏仁 謝以翔 北五峰 賴銘峰 員林 

 
 



111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 
【個人成績一覽表】 

【國中女子組】                  日期時間：111年 11月 15日至 1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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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KG 吳宜蓁 鳳鳴 黃子庭 二林 吳丞涵 埔心 張紫渝 平鎮 

2.46KG 陳芳榆 三民 周席君 西苑 楊子嫺 士林 丁小晴 誠正 

3.48KG 楊茵淇 蘭州 吳若榆 鳳鳴 鄭孟忻 士林 黃秀琳 大同 

4.50KG 申欣靄 中壢 蔡沛錞 路竹 劉宇真 北五峰 蔡佩琳 鳳鳴 

5.52KG 黃子菲 清泉 謝宜瑾 二林 吳絜茹 三民 王 恩 幸福 

6.54KG 楊沂蓁 成功 陶映恩 蘭州 林昱均 士林 周星慈 竹五峰 

7.57KG 何姍頤 成功 柯宇露 三峽 雷家瑀 北五峰 張晏菱 員林 

8.60KG 林莉君 三峽 劉亘庭 埔心 楊雅雯 士林   

9.63KG 潘若妮 鳳鳴 傅芷妍 蘭州 屈浩琳 宏仁 楊亭玲 九如 

10.66KG 蔡䕒萱 成功 張芷儀 北五峰 黃妍熙 龍興   

11.70KG 呂玟靜 竹五峰  張珈華 鷺江 黃鈺淳 二林   

12.75KG 楊家溱 北五峰 楊柔慈 員林     

13.80KG 曾安婍 三峽 楊睿婷 里港 趙沂婷 幸福 許良鈺 九如 

14.80+KG 黃馨瑩 鷺江 王舒嫻 幸福 蔡旻珊 蘭州 鄧美華 鳳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