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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臺灣合氣道演武大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日 期：107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地 點：高雄市定古蹟武德殿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合氣道協會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36 號) 

          高雄市體育會合氣道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程 ‧ 序 ‧ 表 
                    

壹、 PM. 1:20 報到 

貳、 PM. 1:40 開幕 

參、 PM. 2:00 - PM.3:00 演武第一部 

� 段外成人組：(每組 3分鐘) 

(一)、基本技法表演 

  (1) 高雄道場                 黃遠興     陳律倫 

  (2) 高雄道場                 林建榮     林靖翔 

  (3) 高雄道場                 黃士珍     陳君嫺 

  (4) 國光合氣道社             溫淑評     江姿灃 

  (5) 高雄大學合氣道社         余幸庭     馬以庭 

  (6) 高雄大學合氣道社         林峻瑋     陳彥秀 

  (7) 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郝春富     林子斌 

(二)、應用技法 A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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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光合氣道社             賴怡嘉     曾怡德 

  (2) 高雄大學合氣道社         吳泰璇     林煒堉 

(三)、應用技法 B 表演 

  (1) 高雄大學合氣道社         俞文哲     劉茂谷 

  (2) 國光合氣道社             王文楷     陳富笙 

� 段外青少年組：(每組 3 分鐘) 

(一)、基本技法表演 

  (1) 屏東潮州道館             林佳呈     林紘瑩 

  (2) 屏東潮州道館             陳威廷     林啟斌 

  (3) 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林宗嚴     郝恩祈 

(二)、應用技法 A 表演 

  (1) 屏東潮州道館             林詮祐     陳煌文 

(三)、應用技法 B 表演 

  (1) 屏東潮州道館             林琮祐     黃立崴 

肆、 PM. 3:10 - PM.4:20 演武第二部 

� 有段者甲組：(每組 3分鐘) 

(一)、基本技法表演 

  (1) 高雄道場                 劉純強     劉明智      

  (2) 高雄道場                 莊政興     陳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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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雄道場                 許宗輝     歐任辛 

  (4) 高雄道場                 郭照正     林永章 

  (5) 屏東潮州道館             曾銘城     林旻慶 

  (6) 台北本部道館             梁添盛     林正昌 

  (7) 台北本部道館             梁添盛     丁一峰 

(二)、應用技法表演 

  (1) 台北本部道館             吳長輝     林正昌 

  (2) 高雄道場                 陳天財     李頤鋒 

  (3) 高雄道場                 黃森坪     阮程昭 

  (4) 高雄道場                 董弘一     張宸瑋 

  (5) 高雄道場                 歐陽瑩書   石宗達 

  (6) 屏東潮州道館             高建銓     陳裕政 

  (7) 屏東潮州道館             許智超     高子軒 

(三)、自由技法表演 

  (1) 高雄道場                 衛愛欣     王裕閔     翁芃廷 

  (2) 高雄道場                 陳宗郎     蔡旻融     郭易忠 

  (3) 高雄道場                 魏秀峰     朱繼文     林益利 

  (4) 屏東潮州道館             王信堂     史福淵     鄭儒觀 

� 有段者乙組：(每組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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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技法表演 

  (1) 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尤建文     鄭嵩昱 

  (2) 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許文寶     于名讀 

(二)、應用技法表演 

  (1) 台北本部道館             劉明堯     陳雅淑 

伍、 PM. 4:30 - PM.4:45 示範演武 

  (1) 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5 分鐘)，黄富逸   許文寶 

   � 十字摔技法: 1 逆半身單手單手抓、 2 順半身單手單手抓                          

                   3 單手雙手抓      、 4 正面雙手雙手抓 

                   5 後方雙手雙手抓  、 6 正面打 

                   7 前打            、 8 斜打 

  (2) 高雄道場 (5 分鐘)，潘清祿   衛愛欣   翁芃廷 

   � 基本技巧、複合技巧 

  (3) 台北本部道館 (5 分鐘)，王琇娟   吳長輝   林正昌 

   � 基本技巧、複合技巧 

陸、 PM. 4:45 - PM.5:00 師範—我有問題要問—講習演武 

   � 王琇娟   潘清祿   黄富逸   吳長輝 

柒、 PM. 3:00 - PM.4:30 運動教學區 

   � 一般民眾合氣道體驗 



 

5 
 

捌、 PM. 5:00 - PM.5:30 頒獎 

(1) 參加團體單位各頒發紀念獎牌乙面。 

(2) 參加演武選手各頒贈紀念獎品乙份。 

(3) 段外青少年組選手、學校團體單位選手各頒發獎狀乙紙。 

玖、 各單位隊職員名錄 

    (1)、台北本部道館 

            領隊：吳長輝     指導員：王琇娟     管理：劉明堯 

         隊員：王琇娟、吳長輝、梁添盛、林正昌、劉明堯 

               陳雅淑、丁一峰、郭勲一、李靖宇、劉佳芬 

    (2)、台南市體育總會合氣道委員會-附設台南市合氣道訓練中心 

            領隊：吳南雄     指導員：黄富逸     管理：尤建文 

               吳南雄、黄富逸、郝春富、林子斌、林宗嚴 

               于名讀、許文寶、郝恩祈、尤建文、鄭嵩昱 

    (3)、高雄市體育會合氣道委員會(高雄道場) 

            領隊：鄭立銘     指導員：潘清祿     管理：劉純強 

               鄭立銘、潘清祿、劉純強、黃遠興、陳律倫 

               林建榮、林靖翔、黃士珍、陳君嫺、劉明智 

               陳天財、李頤鋒、衛愛欣、王裕閔、翁芃廷 

               莊政興、陳建源、黃森坪、阮程昭、陳宗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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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旻融、郭易忠、許宗輝、歐任辛、董弘一 

               張宸瑋、魏秀峰、朱繼文、林益利、郭照正 

               林永章、歐陽瑩書、石宗達 

    (4)、國光合氣道社 

            領隊：陳天財     指導員：宋清河     管理：林益利 

               陳天財、宋清河、林益利、溫淑評、江姿灃 

               賴怡嘉、曾怡德、王文楷、陳富笙 

    (5)、高雄大學合氣道社 

            領隊：余幸庭     指導員：陳天財     管理：馬以庭 

               余幸庭、陳天財、馬以庭、吳泰璇、林煒堉 

               俞文哲、劉茂谷、林峻瑋、陳彥秀 

    (6)、屏東潮州道館 

            領隊：王信堂     指導員：潘清祿     管理：陳裕政 

               王信堂、潘清祿、陳裕政、林佳呈、林紘瑩 

               陳煌文、林詮祐、陳威廷、林啟斌、林琮祐 

               黃立崴、曾銘城、林旻慶、高建銓、史福淵 

               鄭儒觀、許智超、高子軒 

 

◎核備文號：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1561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