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新北市全市太極拳錦標賽成績-個人組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64拳-女-長青級 姜林玉雲 板橋協會 陳蔡芙蓉 五股協會 王葉金 桃園健協

64拳-女-銀髮級 朱美月 新莊協會 陳美香 淡水協會 林瑞雲 蘆洲協會

64拳-女-松年級 陳柔云 中和健協 陳娜媚 五股協會 羅馬利賓 土城協會

64拳-女-樂活級 黃雅玨 新店健協 徐蒂芬 中和健協 廖妙珠 三重協會

64拳-女-高年級 李淑芬 五股協會 李美芳 永和協會 許壽星 中和健協

64拳-女-中年級 陳鶯玫 汐止協會 薛延棚 土城協會 姚靖華 板橋養生

24拳-女-松年級 陳阿滿 五股協會 沈味 土城協會 楊秀娟 土城協會

24拳-女-高年級 葉瑞榮 永和協會 邱寶燕 三重協會 黃美蓉 新店健協

24拳-女-中年級 楊奐儀 板橋協會 陳千慧 淡水協會 施玉紅 中和健協

42拳-女-松年級 鐘張玉卿 林口協會 李桂齡 新店健協 許芸 桃園健協

42拳-女-高年級 涂文儀 土城協會 李麗華 三峽協會 陳莉榛 三重拳委

42拳-女-中年級 吳燕珠 三峽協會

54劍-女-長青級 潘美英 中和協會 吳麗慎 三重協會 吳林素娟 新莊協會

54劍-女-銀髮級 吳蕙蘋 板橋協會 魏春金 永和協會 李愛珠 新莊協會

54劍-女-松年級A 洪玉霞 中和協會 廖桂香 中和健協 鍾秋燕 蘆洲協會

54劍-女-松年級B 朱寶玉 中和健協 蘇慧珠 永和協會 宮貴美 蘆洲協會

54劍-女-樂活級A 王麗華 板橋協會 洪秀美 新店健協 李秀珠 新莊協會

54劍-女-樂活級B 施佩玲 五股協會 許淳蓉 新店健協 蔡麗華 蘆洲協會

54劍-女-高年級 許嘉琳 永和協會 楊秀爾 永和協會 陳鳳英 中和健協

54劍-女-中年級 潘雅心 汐止拳委 何小花 新莊協會 李守華 三峽協會

32刀-女-長青級 郝林玉珠 板橋養生 蕭素玉 板橋協會

32刀-女-銀髮級 陳素真 新店健協 李林杏桃 中和健協 詹秀莉 三峽武委

32刀-女-松年級 黃金美 中和健協 顏秀娟 中和健協 張瓊雪 淡水協會

32刀-女-樂活級 莊舒涵 永和協會 王琍琳 土城協會 郭春寶 中和健協

32刀-女-高年級 張曉 中和健協 吳玉姬 永和協會 張桂芳 中和協會

32刀-女-中年級 郭維芳 新莊協會 陳郁驊 板橋養生 鍾媖蘭 三峽武委

64拳-男-長青級 林西園 土城協會 張良忠 中和協會 余榮坤 汐止拳委

64拳-男-銀髮級 吳榮來 蘆洲協會 張文琦 新店健協 郭一峰 三重協會

64拳-男-松年級 楊振益 五股協會 詹銘正 桃園健協 倪進忠 土城協會

64拳-男-樂活級 蔡濱鴻 永和協會 許祥法 五股協會 石財旺 永和協會

64拳-男-高年級 陳子雄 板橋養生 李文環 土城協會 黃駿森 五股協會

64拳-男-中年級 黃清浩 中和健協 蔡銘鈞 五股協會 曾宏正 林口協會

24拳-男-松年級 陳蔡清 中和健協 陳專清 桃園健協 劉益華 土城協會

24拳-男-高年級 許財福 中和健協 李惠民 林口協會 杜壬昌 五股協會

24拳-男-中年級 許家瑜 桃園健協 廖宏政 中和協會

比 賽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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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新北市全市太極拳錦標賽成績-個人組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比 賽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2拳-男-松年級 張得褔 土城協會 吳振南 永和協會 蔡進田 中和健協

42拳-男-高年級 游文書 五股協會 劉惠榮 淡水協會 張永昌 板橋協會

42拳-男-中年級 李大慶 中和協會

54劍-男-銀髮級 曾褔成 土城協會 賴棇斌 新莊協會 李正煌 中和健協

54劍-男-松年級A 陳尊賓 土城協會 林秋南 中和健協 周國彭 板橋協會

54劍-男-松年級B 林建裕 中和健協 陳金發 桃園健協 廖明邦 三峽協會

54劍-男-樂活級 劉安哲 五股協會 陳建成 新店健協 黃朝雄 土城協會

54劍-男-高年級 劉運仁 新店健協 邱旺德 林口協會 黃信元 中和健協

54劍-男-中年級 李峰杰 永和協會

32刀-男-長青級 楊為平 中和健協 林榮隆 新店健協 邱新種 永和協會

32刀-男-銀髮級 林弘茂 土城協會 張秋榮 中和協會 莫世強 中和健協

32刀-男-松年級 伍三榮 中和健協 范國晏 中和協會 蘇寶明 板橋協會

32刀-男-樂活級 詹慶寅 五股協會 蔡哲雄 板橋協會 陳瑞城 永和協會

32刀-男-高年級 陳武安 板橋養生 高銘隆 新店健協 呂東寬 板橋養生

32刀-男-中年級 林忠平 永和協會 陳竣騰 蘆洲協會 陳志成 新莊協會

109年新北市全市太極拳錦標賽成績-團隊組

比 賽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團體-24拳-A組 永和協會 板橋協會 五股協會 土城協會 林口協會

團體-32刀-A組 中和健協 中和協會 新莊協會 板橋協會

團體-32刀-B組 永和協會 五股協會 土城協會 泰山協會 板橋養生

團體-54傳劍-A組 永和協會 中和健協 三峽協會 新莊協會 土城協會 泰山協會

團體-54傳劍-B組 樹林拳委 蘆洲協會 五股協會 三重協會 汐止拳委 桃園健協

團體-64拳-A組 永和協會 中和健協 樹林拳委 蘆洲協會 新店健協

團體-64拳-B組 中和協會 三峽協會 土城協會 新莊協會 林口協會 汐止協會

團體-64拳-C組 泰山協會 五股協會 三重協會 鶯歌協會 三重拳委 桃園健協

績分成績

男分齡總成績

女分齡總成績

個人及團隊總成績 中和健協 永和協會 五股協會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和健協

中和健協

土城協會

永和協會

五股協會

板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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