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111 年度第 13 屆全國泰拳錦標賽	競賽成績	
序號	 組別	 量級	 隊伍名稱	 姓名	 名次	 獎號	

1	 壯年

女子

組	

+60kg	 武術格鬥學院	 陳慧如	 一	 2022046	

2	 -57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張硯茹	 一	 2022035	

3	

壯年

男子

組	

-60kg	 隼泰拳	 周益生	 一	 2022056	

4	 -64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李冠儒	 二	 2022065	

5	 -64kg	 振武堂	 巫慶樂	 一	 2022062	

6	 -67kg	 Muay	Plus	慕泰（A隊）	 徐君柏	 一	 2022002	

7	 -75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蔣乙綸	 一	 2022036	

8	 -75kg	 SUPER	D	高雄格鬥健身中心	 吳承翰	 二	 2022021	

9	

成年

女子

組	

-45kg	 武術格鬥學院	 吳雨寰	 一	 2022047	

10	 -51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陸怡璇	 二	 2022048	

11	 -51kg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劉心荷	 一	 2022024	

12	 -54kg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林昀	 一	 2022023	

13	 -57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許筱薇	 一	 2022033	

14	

成年

男子

組	

+81kg	 伯烈克鬥格	 呂紹文	 三	 2022001	

15	 +81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周珷黃	 二	 2022034	

16	 +81kg	 悍將泰拳中心（A隊）	 黃旭宏	 一	 2022028	

17	 +81kg	 OECD 合發格鬥	 謝翔毅	 三	 2022053	

18	 -54kg	 一本龍鷹館	 周翔龍	 一	 2022055	

19	 -57kg	 伯烈克鬥格	 黎宇鴻	 三	 2022018	

20	 -57kg	 Muay	Plus	慕泰（A隊）	 曾俊皓	 二	 2022005	

21	 -57kg	 悍將泰拳中心（A隊）	 劉奕仁	 一	 2022030	

22	 -60kg	 拳世界	 王唯安	 三	 2022012	

23	 -60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陳禹希	 一	 2022038	

24	 -60kg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陳柏仲	 二	 2022026	

25	 -64kg	 拳世界	 吳宇宸	 三	 2022011	

26	 -64kg	 歐多力拳館	 許永周	 一	 2022042	

27	 -64kg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吳奕淳	 二	 2022025	

28	 -64kg	 范 sir 格鬥學院/Hsinchu	Combat 新竹格鬥	 黃謙和	 三	 2022022	

29	 -67kg	 SUPER	D	高雄格鬥健身中心	 康豐嘉	 三	 2022020	

30	 -67kg	 武術格鬥學院	 謝宥勝	 一	 2022058	

31	 -67kg	 伯烈克鬥格	 林哲煒	 二	 2022017	

32	 -67kg	 拳世界	 李孟相	 三	 2022010	

33	 -71kg	 拳世界	 柯俊宏	 一	 2022009	

34	 -71kg	 Muay	Plus	慕泰（A隊）	 蔡佳叡	 二	 2022004	



35	 -71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洪祥鈞	 三	 2022037	

36	 -75kg	 拳世界	 邱尚紳	 三	 2022008	

37	 -75kg	 Muay	Plus	慕泰（A隊）	 黃奕勝	 一	 2022003	

38	 -75kg	 悍將泰拳中心（A隊）	 江家興	 二	 2022061	

39	 -75kg	 悍將泰拳中心（Ｂ隊）	 黃暐智	 三	 2022059	

40	 -81kg	 老虎泰拳	 Mohamed	Ismail	Essa	 二	 2022014	

41	 -81kg	 伯烈克鬥格	 彭文保	 三	 2022016	

42	 -81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A隊）	 鄧評允	 一	 2022031	

43	 -81kg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B隊）	 林哲緯	 三	 2022043	

44	 青少

年女

子組	

-43kg	 武術格鬥學院	 吳婉稜	 一	 2022045	

45	 -51kg	 育達高中	 邱湘芸	 一	 2022049	

46	

青少

年男

子組	

-45kg	 武術格鬥學院	 陳澤睿	 一	 2022044	

47	 -45kg	 協和拳館	 翁晟勛	 二	 2022060	

48	 -51kg	 育達高中	 彭睿騫	 一	 2022041	

49	 -51kg	 振武堂	 吳宗穎	 二	 2022064	

50	 -54kg	 龍興國中	 羅弘哲	 一	 2022051	

51	 -57kg	 育達高中	 黃柏璋	 一	 2022039	

52	 -60kg	 振武堂	 楊敦尚	 一	 2022063	

53	 -64kg	 Muay	Plus	慕泰（A隊）	 黃志瀚	 一	 2022007	

54	 -67kg	 育達高中	 葉修宏	 一	 2022052	

55	 成年

男子

組	

-75kg	 Muay	Plus	慕泰（B隊）	 蘇奕安	 -	 未參賽	

56	 -67kg	 一本龍鷹館	 孫志欽	 -	 未參賽	

57	

成年

女子

組	

-60kg	 隼泰拳	 楊凱群	 -	 未參賽	

58	

成年

男子

組	

-75kg	 SUPER	D	高雄格鬥健身中心	 王璽峻	 -	 未參賽	

59	

團體成績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一	 T2021001	

60	 一本龍鷹館	 二	 T2021002	

61	 MUAY	PLUS 慕泰	 三	 T2021003	

62	 協和拳館	 四	 T2021004	

63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五	 T2021005	

64	 拳世界	 六	 T2021006	

65	
最佳美技獎	

謝宥勝	 	 T2021007	

66	 許永周	 	 T2021008	

67	
最佳新人獎	

江家興	 	 T2021009	

68	 黃奕勝	 	 T2021010	



69	
最佳敢鬥獎	

吳奕淳	 	 T2021011	

70	 林哲煒	 	 T2021012	

71	 最佳教練獎	 洪祥鈞	 	 T2021013	

72	 精神總錦標	 Muay	Plus	慕泰	 	 T202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