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9年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武術競賽項目 

套路賽序表 

場次：1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刀術             名次：取三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廷嘉 安定國中  陳威融 大橋國中 

 王廷恩 安定國中  黃于瑞 沙崙國中 

 陳以理 沙崙國中    

 

場次：2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劍術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陳嘉玟 沙崙國中  周亭妏 東區忠孝國中 

 

場次：3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刀術             名次：取二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吳信緯 曾文農工  陳柏愷 曾文農工 

 陳嘉震 長榮女中  吳俊逸 臺南市立崑山高級中學 

 

場次：4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劍術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施家儀 臺南市立長榮高級中學    

 

場次：5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拳             名次：取八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簡廷宇 歸仁國中  李綜翰 永康國中 

 李峰賓 新市國中  陳堯佐 佳里國中 

 胡明修 學甲國中  賴禾堉 東原國中 

 陳協雍 大橋國中  楊英銘 大橋國中 

 郭銘翔 大橋國中  汪容勝 沙崙國中 

 許峻豪 沙崙國中  周柏勳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_國中部 

 吳柏穎 安南區安南國中    

 

場次：6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拳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黃亦憫 善化國中  黃怡雯 黎明高中_國中部 



場次：7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拳             名次：取三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許哲章 臺南高工  楊凱翔 曾文農工 

 蔡育傑 曾文農工  陳昱威 曾文農工 

 蔡育昇 曾文農工    

 

場次：8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拳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楊蕓瑞 大灣高中    

 

場次：9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拳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彭晟鳴 沙崙國中    

 

場次：10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拳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庭琪 關廟國中  盧孟君 關廟國中 

 

場次：11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拳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吳幃辰 陽明工商    

 

場次：12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長拳             名次：取八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竣禾 善化國中  陳鈺富 學甲國中 

 王廷恩 安定國中  陳勇仁 東原國中 

 王廷嘉 安定國中  柯閎鈞 大橋國中 

 吳彥儐 南化國中  陳威融 大橋國中 

 連恆宥 六甲國中  黃于瑞 沙崙國中 

 胡旭誠 六甲國中  陳以理 沙崙國中 

 蔡翔安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_國中部  呂季謙 安南區安順國中 

 

 

 

 

 



場次：13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長拳             名次：取五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佑君 東原國中  陳嘉玟 沙崙國中 

 李姵儀 東原國中  呂耘綺 北區成功國中 

 陳怡秀 東原國中  郭佳宜 北區成功國中 

 陳瑩珊 大橋國中    

 

場次：14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長拳             名次：取四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呂家豪 臺南高工  林建佑 曾文農工 

 陳嘉震 長榮女中  黃千豪 曾文農工 

 王偉嘉 崑山高中  洪百賢 國立臺南海事 

 

場次：15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棍術             名次：取三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廷嘉 安定國中  黃于瑞 沙崙國中 

 王廷恩 安定國中  陳以理 沙崙國中 

 陳威融 大橋國中    

 

場次：16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槍術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陳嘉玟 沙崙國中  周亭妏 東區忠孝國中 

 

場次：17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棍術             名次：取二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吳信緯 曾文農工  陳柏愷 曾文農工 

 陳嘉震 長榮女中  吳俊逸 臺南市立崑山高級中學 

 

場次：18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槍術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施家儀 臺南市立長榮高級中學    

 

 

 

 

 



場次：19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棍             名次：取八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簡廷宇 歸仁國中  李綜翰 永康國中 

 李峰賓 新市國中  陳堯佐 佳里國中 

 胡明修 學甲國中  賴禾堉 東原國中 

 陳協雍 大橋國中  楊英銘 大橋國中 

 郭銘翔 大橋國中  汪容勝 沙崙國中 

 許峻豪 沙崙國中  周柏勳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_國中部 

 吳柏穎 安南區安南國中    

 

場次：20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刀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黃亦憫 善化國中  黃怡雯 黎明高中_國中部 

 

場次：21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棍             名次：取三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許哲章 臺南高工  楊凱翔 曾文農工 

 蔡育傑 曾文農工  陳昱威 曾文農工 

 蔡育昇 曾文農工    

 

場次：22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南刀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楊蕓瑞 大灣高中    

 

場次：23 

組別：國中男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劍           名次：取三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彭晟鳴 沙崙國中    

 

場次：24 

組別：國中女子組          項目：第一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劍           名次：取一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王庭琪 關廟國中  盧孟君 關廟國中 

 

 

 

 

 



場次：25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第三套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太極劍           名次：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吳幃辰 陽明工商    

 

 

 

 

 

 

 

 

 

 

 

 

 

 

 

 

 

 

 

 



臺南市 109年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武術競賽項目 

散打賽序表 

場次：1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56公斤級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張玉賢 北門高中  蔡朝任 育德工家 

 

場次：2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52公斤級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賴郁璇 育德工家    

 

場次：3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60公斤級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陳秉雋 育德工家    

 

場次：4 

組別：高中女子組          項目：56公斤級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黃虹琇 育德工家    

 

場次：5 

組別：高中男子組          項目：65公斤級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賽序 選手姓名 代表單位 

 陳聰汶 育德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