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110年度第 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 

競賽成績 

No. 組別 
量級

(公斤) 
姓名 名次 隊伍名稱 獎項 

1 

成年

女子

組 

-48kg 

劉心荷 一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金牌 

2 蔡郁蓓 二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銀牌 

3 蘇芸可 三 NGU Muay Thai Fitness (A) 銅牌 

4 葉惠慈 三 ㄧ本龍鷹館 銅牌 

5 
-51kg 

黃承敏 一 獸咆工作室 金牌 

6 佟虹賢 二 武術格鬥學院 銀牌 

7 -54kg 張沛瑜 一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金牌 

8 
-57kg 

許筱薇 一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金牌 

9 林昀 二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銀牌 

10 -60kg 葉姿吟 一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金牌 

11 +60kg 黃怡倩 一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金牌 

12 

成年

男子

組 

-54kg 
周翔龍 一 一本龍鷹館 金牌 

13 戴琰修 二 武術格鬥學院 銀牌 

14 -57kg 曾俊皓 一 MuayPlus 慕泰 金牌 

15 

-60kg 

陳禹希 一 中國文化大學 金牌 

16 黃鴻羽 二 MuayPlus 慕泰 銀牌 

17 劉奕仁 三 悍將泰拳中心 銅牌 

18 韋鈞 未參賽 拳世界 - 

19 

-64kg 

彭偉傑 一 一本龍鷹館 金牌 

20 張家華 二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銀牌 

21 鄭鎮豪 三 NGU Muay Thai Fitness (B) 銅牌 

22 謝承桓 三 NGU Muay Thai Fitness (A) 銅牌 

23 林睿絃 五 悍將泰拳中心 - 

24 

-67kg 

伍勤哲 一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金牌 

25 孫志欽 二 一本龍鷹館 銀牌 

26 鄭煜峰 三 武術格鬥學院 銅牌 

27 
-71kg 

蔡佳叡 一 個人 金牌 

28 林展立 二 協和拳館 銀牌 

29 -75kg 林勁成 一 MuayPlus 慕泰 金牌 



30 林敬智 二 武甲 銀牌 

31 趙珩愷 三 協和拳館 銅牌 

32 楊書銓 三 悍將泰拳中心 銅牌 

33 

-81kg 

邱尚紳 一 拳世界 金牌 

34 林哲緯 二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B) 銀牌 

35 洪子翔 三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銅牌 

36 +81kg 黃旭宏 一 悍將泰拳中心 金牌 

37 

壯年

女子

組 

-57kg 湯絢粸 一 一本龍鷹館 金牌 

38 壯年

男子

組 

-71kg 

陳俊辰 一 武甲 金牌 

39 張程舜 二 協和拳館 銀牌 

40 
青少

年男

子組 

-38kg 方翔恩 一 協和拳館 金牌 

41 -38kg 胡鈞泰 二 協和拳館 銀牌 

42 -60kg 簡亮宇 一 台東關山訓練站 金牌 

43 -67kg 黃志瀚 一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金牌 

44 

團體成績 

一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大型獎盃 

45 二 一本龍鷹館 大型獎盃 

46 三 MUAY PLUS 慕泰 中型獎盃 

47 四 協和拳館 中型獎盃 

48 五 新莊泰拳運動武館 小型獎盃 

49 六 拳世界 小型獎盃 

50 
最佳美技獎 

曾俊皓 

 

中型獎盃 

51 林勁成 中型獎盃 

52 
最佳敢鬥獎 

張程舜 中型獎盃 

53 黃鴻羽 中型獎盃 

54 
最佳武德獎 

胡鈞泰 中型獎盃 

55 佟虹賢 中型獎盃 

56 
最佳新人獎 

方翔恩 中型獎盃 

57 簡亮宇 中型獎盃 

58 最佳教練獎 羅子鈞 中型獎盃 

59 精神總錦標 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A) 大型獎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