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姓名 項目 名次

李智凱 鞍馬 第一名

賴品儒 平衡木.地板 第五名

丁華恬 高低槓.地板 第八名

2
姓名 項目 名次

團隊單項 5球 第二名

單   項 3環4棒 第三名

宋語涵 彩帶 第六名

李慈紋 彩帶 第八名

3
姓名 項目 名次

李智凱 鞍馬 第一名

丁華恬 平衡木 第六名

曾為聖 跳馬 第七名

4
姓名 項目 名次

魏連軍  年齡二組男單 銀牌

5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成年組 成隊 第一名

林冠儀 個人全能 第二名

洪仕東 個人全能 第三名

黃克強 個人全能 第四名

黃克強 地板 第二名

周登朋 地板 第五名

蕭佑然 鞍馬 第三名

黃克強 鞍馬 第四名

林冠儀 吊環 第一名

黃克強 吊環 第二名

周登朋 跳馬 第一名

林冠儀 跳馬 第三名

周登朋 雙槓 第二名

洪仕東 雙槓 第四名

洪仕東 單槓 第五名

黃克強 單槓 第七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青少年組 成隊 第三名

黃彥章 個人全能 第一名

林恩緯 個人全能 第六名

康智凱 個人全能 第八名

吳至恩 地板 第二名

2019年第三十屆鈴木世界盃有氧體操錦標賽 108年4月10日至4月16日

2019年參加國際賽事成績總覽

    2019年 澳洲大獎賽      108年2月16日至2月27日

2019年卡達杜哈大獎賽   108年3月16日至3月25日

2019年 新加坡公開賽     108年5月29日至6月5日

2019年 阿芙盃韻律體操國際邀請賽   108年3月12日至3月20日



林恩緯 地板 第八名

黃彥章 鞍馬 第一名

吳至恩 鞍馬 第六名

黃彥章 吊環 第三名

宋孝恆 吊環 第五名

黃彥章 跳馬 第二名

吳至恩 跳馬 第五名

康智凱 雙槓 第三名

宋孝恆 雙槓 第六名

黃彥章 單槓 第一名

林恩緯 單槓 第六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成年女子組 成隊 第一名

黃慧玫 個人全能 第一名

陳芊恂 個人全能 第四名

傅芝宜 個人全能 第五名

黃慧玫 跳馬 第二名

陳芊恂 跳馬 第四名

黃慧玫 高低槓 第四名

陳芊恂 高低槓 第六名

黃慧玫 平衡木 第三名

傅芝宜 平衡木 第六名

黃慧玫 地板 第三名

陳芊恂 地板 第八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青少年女子組 成隊 第二名

鄭永閑 個人全能 第三名

鄭永閑 跳馬 第三名

顏敬家 跳馬 第四名

顏敬家 高低槓 第五名

鄭永閑 高低槓 第六名

鄭永閑 平衡木 第五名

吳重蕙 平衡木 第六名

鄭永閑 地板 第三名

顏敬家 地板 第五名

6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 成隊 第二名

黃彥章 個人全能 第二名

莊佳龍 個人全能 第三名

林家凱 個人全能 第七名

莊佳龍 地板 第二名

簡廷任 地板 第五名

莊佳龍 鞍馬 第二名

黃彥章 鞍馬 第三名

黃彥章 吊環 第二名

莊佳龍 吊環 第三名

2019年 第一屆亞洲盃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108年6月7日至6月18日



黃彥章 跳馬 第一名

蔡宗穎 跳馬 第五名

林家凱 雙槓 第三名

蔡宗穎 雙槓 第八名

黃彥章 單槓 第二名

莊佳龍 單槓 第三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女子 成隊 第一名

黃子星 個人全能 第一名

林宜蓁 個人全能 第二名

王鈺婷 個人全能 第七名

黃子星 跳馬 第一名

王雅信 跳馬 第四名

黃子星 高低槓 第一名

王鈺婷 高低槓 第四名

黃子星 平衡木 第四名

林宜蓁 平衡木 第五名

黃子星 地板 第一名

林宜蓁 地板 第二名

7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 成隊 第三名

李智凱 個人全能 第一名

李智凱 地板 第五名

李智凱 鞍馬 第六名

林冠儀 吊環 第六名

唐嘉鴻 吊環 第八名

蕭佑然 跳馬 第六名

唐嘉鴻 單槓 第二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女子 成隊 第四名

方可晴 跳馬 第六名

丁華恬 高低槓 第六名

丁華恬 平衡木 第一名

賴品儒 平衡木 第八名

丁華恬 地板 第七名

麥劉湘涵 地板 第八名

8
姓名 項目 名次

劉英萱 球 第七名

團隊 5環 第七名

團隊 5帶 第六名

9
姓名 項目 名次

團隊 3環4棒 第七名

2019年 第8屆亞洲競技體操錦標賽  108年6月14日至6月24日

2019年 第17屆亞洲青少年韻律體操錦標賽   108年6月18日至6月24日

2019年 第11屆亞洲韻律體操錦標賽  108年6月18日至6月24日



10
姓名 項目(韻律體操)   名次

決賽 團隊全能 第四名

單項決賽 5球 第四名

單項決賽 3環4棒 第四名

姓名 項目(競技體操)   名次

李智凱、唐嘉鴻、徐秉謙 男子成隊 第二名

方可晴、陳鳳芝、吳幸芬 女子成隊 第五名

李智凱 鞍馬 第一名

李智凱 個人全能 第三名

李智凱 雙槓 第八名

唐嘉鴻 單槓 第一名

唐嘉鴻 吊環 第八名

方可晴 跳馬.地板 第八名

11
姓名 項目 名次

唐嘉鴻 單槓 銅牌

李智凱 鞍馬 第七名

12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

李智凱 鞍馬 銀牌

蕭佑然 鞍馬 第七名

李智凱 男子成隊 第六名

唐嘉鴻 男子成隊 第六名

徐秉謙 男子成隊 第六名

蕭佑然 男子成隊 第六名

游朝偉 男子成隊 第六名

林冠儀 男子成隊 第六名

唐嘉鴻 單槓 第八名

唐嘉鴻 個人全能 第十一名

李智凱 個人全能 第十二名

13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

曾為聖 跳馬 第五名

                                     2019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108年7月5日至7月15日

2019年德國柯特布斯大獎賽        108年11月20日至11月24日

2019年第49屆世界競技體操錦標賽    108年9月29日至10月13日

2019年 法國大獎賽   108年9月13日至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