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縣市 排名

1 李孟樺 新北市 1

2 郭哲軒 高雄市 2

3 林東輝 高雄市 4

4 王瑞璋 花蓮縣 6

5 鄧丞敦 桃園市 7

6 林世傑 台南市 7

7 趙展誼 台中市 7

8 梁志安 高雄市 12

9 郭閔超 彰化縣

10 侯翔仁 台中市

11 楊政勳 新北市

12 黃士韋 台中市

13 邱志偉 台東市

14 許俊偉 台中市

15 吳柳樺 台東市

16 周易儒 台北市

17 陳志鴻 新北市

18 涂旻宏 高雄市

19 陳彥凱 嘉義縣

20 陳柏村 竹北市

21 林彥良 台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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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縣市 排名

1 林建輝 高雄市 2

2 陳隆懋 台南市 5

3 蔡永民 台中市 6

4 宋啟暉 新竹市 7

5 康順傅 雲林 7

6 花士豪 南投市 9

7 張恩言 新北市 9

8 蕭煥諺 雲林縣 13

9 于宏利 新竹縣 13

10 余政邦 台中市

11 沈涵平 台中市

12 徐政邦 台東區

13 鍾維寧 台北市

14 林鈺淇 頭份市

15 陳富民 新北市

16 陳信宏 台中市

17 許介騰 台北市

18 陳俊平 台中市

19 蔡明縣 雲林縣

20 林佳民 台中市

21 張志宇 高雄市

22 林長寬 新竹市

23 孫偉庭 台北市

24 簡子傑 台北市

25 邱建興 台中市

26 王奕凱 台北市

27 黃仁賢 宜蘭縣

28 江岳峻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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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縣市 排名

1 余鎮瑋 屏東市 1

2 陳銘曲 雲林 2

3 余冠霆 台北市 3

4 陳昭印 高雄市 4

5 林佑城 台東市 4

6 王聰智 台中市 6

7 張碧峰 台中市 7

8 江文書 新竹市 7

9 林宏哲 宜蘭市 7

10 陳見華 宜蘭縣 7

11 邱永鎮 台中市 7

12 徐志偉 雲林 12

13 邵有志 高雄市 13

14 林守彥 桃園市 13

15 陳威州 雲林 19

16 林秉豐 台中市

17 王文郁 雲林

18 陳政鋒 台南市

19 洪明輝 台中市

20 黃仁政 新北市

21 王丕傑 台北市

22 曾尚志 台中市

23 李沛承 新竹市

24 廖遠志 台中市

25 吳志宏 台中市

26 劉永慶 台中市

27 陳耿弦 南投市

28 張旭涵 新竹市

29 林士淵 新北市

30 王興億

31 楊文和 台北市

32 劉宏斌 台中市

33 林翊軒 台中市

34 鍾佳奇 桃園市

35 張耀輝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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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余聲欣 桃園市

37 蕭秀山 台東市

38 蕭吉助 台中市

39 周冠仁

40 郭晋宏

41 詹程翔

42 徐德富 台中市



姓名 縣市 排名

1 陳宜超 台北市 1

2 陳文岳 花蓮市 1

3 劉益源 新北市 3

4 謝憲宜 雲林 5

5 戴光志 新竹市 6

6 林訓平 宜蘭市 8

7 蘇晏永 高雄市 9

8 盧英治 高雄市 9

9 郭權財 台中市 9

10 韓文喆 雲林 15

11 王傳慶 高雄市 15

12 蔣宜勳 高雄市 15

13 李建德 雲林 15

14 官懷仁 高雄市 29

15 劉順財 台中市 29

16 黃嘉文 宜蘭市 29

17 林文政 台中市

18 羅文杰 台中市

19 林雙和 新北市

20 顏嘉宏 台中市

21 林佳億 新北市

22 程建智 桃園市

23 許展儒 台南市

24 陳偉成 台中市

25 蕭年晉 台中市

26 盧俊安 台中市

27 王治平 新北市

28 李進生 彰化縣

29 賴英威 新北市

30 高榮成 台東市

31 朱逸峯 高雄市

32 邱大源 台中市

33 曾光源 桃園市

34 林長寬 新竹市

35 何秉憲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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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許富盛 台南市

37 蔡榮和 雲林

38 吳甫彥 台中市

39 傅勁 桃園市

40 陳志宏 新北市

41 林俊良 台北市

42 張晉成 屏東縣



姓名 縣市 排名

1 張光輝 台中市 1

2 劉瑞星 台中市 1

3 康風都 高雄市 3

4 林長寶 高雄市 3

5 陳寶星 桃園市 7

6 黃紹仁 7

7 陳聰敏 高雄市 9

8 黃欽詮 南投市 10

9 葉日煌 新竹市武 10

10 劉良景 台中市 10

11 陳金來 新竹市武 15

12 林明宏 雲林 15

13 張聰發 台中市

14 陳南旭 台中市

15 溫瑞鏞 新竹市

16 林建成 台中市

17 潘霖 台中市

18 羅世房 桃園市

19 吳子揚 台中市

20 饒維洲 南投縣

21 林崇堅 基隆市

22 張建彬 苗栗縣

23 楊銘暉

24 楊政錦

25 劉德恕 台中市

26 池春榮 桃園市

27 林文龍 新北市

28 陳宜胤

29 林怡志 屏東縣

30 羅欽 台中市

31 閔子甦 高雄市

32 邱垂綸 桃園市

33 廖啟雲 高雄市

34 謝篤恩 台中市

35 王佑麟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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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張隆鎮 台中市

37 郭飛龍 台北市

38 陳順明 桃園市

39 前田達哉 新竹市

40 龔吉和 桃園市

41 廖永徽 台中市

42 鄭芳松 雲林

43 林國雄 嘉義市

44 何奇鍊 台中市

45 張俊源 台中市

46 葛藍 高雄市

47 林正欣 台北市

48 吳泰進 高雄市



姓名 縣市 排名

1 林榮基 台中市 1

2 王明鴻 宜蘭縣 2

3 陳進祿 彰化縣 3

4 李景山 台中市 3

5 郭惠新 台北市 5

6 余建政 高雄市 5

7 范振祥 桃園市 8

8 湯昇勳 台南市 8

9 黃清山 新店區 10

10 翁聖欽 台北市 11

11 邱炳煌 屏東市 11

12 李潮勝 台中市 11

13 林經敏 宜蘭縣 11

14 陳柱明 高雄市 11

15 劉建宏 高雄市 20

16 林錦峯 桃園市 20

17 黃國楨 台南市

18 楊仕宏 新竹市

19 劉耀華 新竹市

20 陳順東 桃園市

21 王憲文 台南市

22 陳永富 台中市

23 周克中

24 陳星誌 新北市

25 巫俍興 台中市

26 林世華 新北市

27 吳英正 台中市

28 周晶生 台南市

29 林建州 台南市

30 王三昌 基隆市

31 翁德政 台北市

32 周建中 台中市

33 傅文正 苗栗縣

34 李維德 新北市

35 杜錦豊 台北市

男單 60



36 鍾富宇 台北市

37 許惠旺 雲林縣



姓名 縣市 排名

1 謝文勇 宜蘭縣 1

2 王松村 台南市 2

3 尹大明 桃園市 3

4 游貴柱 南投縣 3

5 黃禎宏 新竹市 7

6 李忠華 苗栗縣 9

7 郭芳榮 台中市 9

8 葉為 彰化市 13

9 鄭穎駿 彰化縣 13

10 黃文華 台北市 13

11 辛俊撤 高雄市 13

12 陳治藩 屏東市 13

13 宋偉雄11 新竹市

14 左志輝 台中市

15 吳志成 屏東市

16 張東佶 高雄市

17 許淳林 台北市

18 江金隆 台中市

19 蔡坤林 彰化縣

20 黃永盛 彰化縣

21 陳永昌 台中市

22 羅光永 台中市

23 劉宏溎 台中市

24 徐榮利 桃園市

25 吳崇楨 桃園市

26 李榮烈 台南市

27 林崇城 台南市

28 鄧穩貴 台中市

29 林玹鋒 新竹市

30 江進喜 新北市

31 余化人 台中市

32 林師模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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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縣市 排名

1 曹超玲 高雄市 1

2 張殷嘉 高雄市 3

3 葉錦祥 高雄市 3

4 李英智 台中市 3

5 張徽雄 桃園市 7

6 林榮烋 高雄市 8

7 蘇錦堂 台中市 10

8 周金榮 南投縣 11

9 劉玉德 高雄市 14

10 程明振 桃園縣 14

11 李光祖 桃園市 14

12 段國明 桃園市 14

13 顏榮洲 台中市

14 王賀 台中市

15 楊振鑫 桃園市

16 蔣聯鎔 台北市

17 蕭長金 台中市

18 黃世華

19 阮茂益 台東市

20 謝頂敏 彰化市

21 游有恒 桃園市

22 吳明德 台中市

23 陳明亮 苗栗市

24 中村秀明 雲林縣

25 賴波章 台北市

26 吳水源 新北市

27 陳俊偉 台南市

28 許崑山 台南市

29 高碩文 台北市

30 許達夫 台中市

31 林幸福 雲林縣

32 黃宏揚 台北市

33 丁安明 嘉義市

34 王新民 台北市

35 何瑞德

36 洪新發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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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張正興 台東市



姓名 縣市 排名

1 莊奎文 台中市 1

2 劉雲忠 高雄市 2

3 吳永源 台中市

4 薛錦盛 台中市

5 葉百春 花蓮市

6 陳瑾生 新竹市

7 楊國昌 新竹市

8 郭文深 南投市

9 張文 新北市

10 廖宗賢 台中市

11 王昶凱 台中市

12 余是庸 台北市

13 吳新喜 高雄市

14 周尊五

15 李俊德

16 黃明水 台中市

17 何勇南 台中市

18 野田山豐 台中市

19 謝德亮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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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縣市 排名

1 顏榮義 台南市 1

2 陳當英 南投縣 1

3 程賜雄 雲林縣 4

4 莊金安 南投縣

5 張紹崇 桃園市

6 傅相枝 桃園市

7 張登貴 新北市

8 湯慶智 苗栗縣

9 蔡勝美 高雄市

10 鐘武相 台中市

11 林長雄 台中市

12 蔡明吉 南投縣

13 陳松增 台中市

14 廖明星

15 邱鴻鐘

16 李瑞園 台中市

17 鐘武相 台中市

18 阮文雄 草屯鎮

19 何俊甫 台中市

20 蘇耀新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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