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績統計表 

團體組成績： 

組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社會男子組 虎尾柔道館      

社會女子組       

高中男生組       

高中女生組       

國中男生組 二崙國中 A 隊 二崙國中 B 隊 虎尾國中 A 隊 大埤國中   

國中女生組 二崙國中 A 隊 二崙國中 B 隊 虎尾國中 大埤國中   

國小男生組 虎尾國小      

國小女生組       

個人組成績：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社
會
男
子
組 

第一級 60 公斤(含)以下 張祐綸(斗六高中)      
第二級 60.1～66 公斤 陳偉翔(西螺道館)      

第三級 66.1～73 公斤 莊家豪(雲林科大)      

第四級 73.1～81 公斤 林彥至(西螺道館) 黃柏倫(斗六高中)     

第五級 81.1～90 公斤 李承駿(雲林科大)      



第六級 90.1～100 公斤       
第七級 100.1 公斤以上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社
會
女
子
組 

第一級 48 公斤(含)以下 謝依珊(西螺道館)      

第二級 48.1～52 公斤 李美秀(西螺道館) 廖可函(斗六高中) 曾  臻(西螺道館)    

第三級 52.1～57 公斤 鍾宛筑(斗六高中) 李淑華(西螺道館)     

第四級 57.1～63 公斤       

第五級 63.1～70 公斤       

第六級 70.1～78 公斤       

第七級 78.1 公斤以上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高
中
男
生
組 

第一級 55 公斤(含)以下       

第二級 55.1～60 公斤 廖士杰(大成商工) 程柏睿(虎尾高中)     

第三級 60.1～66 公斤 廖昶嘉(義峰高中)      

第四級 66.1～73 公斤 王稔智(斗六高中)      

第五級 73.1～81 公斤 黃柏倫(斗六高中)      

第六級 81.1～90 公斤       

第七級 90.1～100 公斤 廖金祥(斗六高中)      

第八級 100.1 公斤以上 鄧偕浩(斗六高中)      

高
中
女
生
組 

第一級 45 公斤(含)以下       

第二級 45.1～48 公斤       

第三級 48.1～52 公斤 侯秀青(大成商工)      

第四級 52.1～57 公斤 鍾宛筑(斗六高中)      

第五級 57.1～63 公斤       

第六級 63.1～70 公斤       



第七級 70.1～78 公斤       

第八級 78.1 公斤以上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中
男
生
組 

第一級 38 公斤(含)以下 林聖恩(虎尾國中) 林洧鋒(二崙國中) 陳育賢(崇德國中) 游翔凱(二崙國中)   

第二級 38.1～42 公斤 李瑞庭(二崙國中) 陳育騏(虎尾國中) 周粲恩(虎尾國中)    

第三級 42.1～46 公斤 曹宥綸(二崙國中) 林承毅(二崙國中) 劉冠宏(大埤國中)    

第四級 46.1～50 公斤 田翔宇(二崙國中) 郭泓漳(虎尾國中) 鄭宏宗(二崙國中) 陳楷允(二崙國中) 林炤緯(揚子中學) 陳睿霖(虎尾國中) 

第五級 50.1～55 公斤 李昌壕(二崙國中) 刁詩祖(二崙國中) 余秉豐(二崙國中) 廖炳森(二崙國中) 廖崇智(二崙國中)  

第六級 55.1～60 公斤 廖勝偉(二崙國中) 陳在華(二崙國中) 陳鉦霖(二崙國中) 周楷諺(虎尾國中)   

第七級 60.1～66 公斤 曾宥彬(二崙國中) 廖晉宏(二崙國中) 廖廷彬(二崙國中) 周有勝(虎尾國中)   

第八級 66.1～73 公斤 劉彥宏(二崙國中)      

第九級 73.1～81 公斤 余茗富(二崙國中) 陳承瓏(大埤國中)     

第十級 81.1 公斤以上 李鑑軒(二崙國中)      

國
中
女
生
組 

第一級 36公斤(含)以下 王如璇(大埤國中)      

第二級 36.1～40公斤 李依璇(二崙國中) 廖芯妤(二崙國中) 廖翊雯(東仁國中) 林采萱(大埤國中)   

第三級 40.1～44公斤 林靖潔(虎尾國中) 孫敏嘉(二崙國中)     

第四級 44.1～48公斤 謝依珊(二崙國中) 廖浿淇(二崙國中) 周嘉欣(虎尾國中) 周雅雯(虎尾國中)   

第五級 48.1～52公斤 曾  臻(二崙國中) 李美秀(二崙國中) 蔡珮怡(二崙國中) 沈玫瑄(虎尾國中) 李欣珊(二崙國中)  

第六級 52.1～57公斤 李淑華(二崙國中)      

第七級 57.1～63公斤 蔡欣樺(二崙國中) 施法雨(虎尾國中)     



第八級 63.1～70公斤 廖凰雁(二崙國中)      

第九級 70.1公斤以上 魏欣鈺(虎尾國中)      

 

組別\級別\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小
男
生
組 

第一級 30 公斤(含)以下 全凱恩(二崙國小) 邱戎豪(立仁國小) 廖偉皓(安慶國小) 馮正翔(安慶國小)   

第二級 30.1～33 公斤 蔡鈞侑(中正國小)      

第三級 33.1～37 公斤 王奕得(虎尾國小)      

第四級 37.1～41 公斤       

第五級 41.1～45 公斤 謝宗玹(中山國小) 程鈺翔(中山國小)     

第六級 45.1～50 公斤 王奕堂(立仁國小) 謝閎宇(中山國小)     

第七級 50.1～55 公斤 王詩耀(立仁國小)      

第八級 55.1 公斤以上       

國
小
女
生
組 

第一級 30 公斤(含)以下 楊淑媚(中溪國小) 田易璇(平和國小)     

第二級 30.1～33 公斤       

第三級 33.1～37 公斤       

第四級 37.1～41 公斤       

第五級 41.1～45 公斤       

第六級 45.1～50 公斤       

第七級 50.1～55 公斤       



第八級 55.1 公斤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