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建順 李博照 洪進興 陳加漢 楊秀錦 鄭明輝 

方有恆 李慈愛 洪毓澤 陳如雨 楊來興 鄭習賢 

方聰明 李義元 胡桂花 陳宏文 楊明道 鄭朝正 

王一駿 李嘉璋 胡傳華 陳辰郎 楊朝全 鄭聚官 

王巧珍 杜大榮 孫存義 陳青谷 楊肅全 黎志鵬 

王正宇 杜麗芬 徐月英 陳春有 楊聖德 盧坤男 

王忠茂 沙小英 徐榮秀 陳秋梅 楊麗珠 盧建樑

王怡璇 阮呂筱琳 袁定宜 陳泰安 楊繼美 蕭明國

王建中(北) 卓俊男 高志任 陳國山 萬寶豐 蕭美鏽

王建中(雲) 周育震 張廷琛 陳國雄 葉柏樑 賴聯旺

王雪芳 林千源 張茂松 陳詠沁 廖英傑 薛金爐

王超偉 林友茂 張哲榮 陳塭池 廖淑婷 薛榮風

王順瑩 林木財 張勝美 陳新春 廖雅誼 謝  等

王敬平 林本禾 張富萌 陳義川 廖德文 謝素月

王聖凱 林正賢 張惠玲 陳義成 廖學信 謝惠麗

王瑲禧 林永輝 張楷玉 陳達豐 廖鎮平 謝雲娥

王鳳鳴 林永霖 張靜惠 陳戰存 管建中 謝碧秋

冉卉芬 林佑仲 曹英萍 陳錦輝 趙建沛 鍾金英

安品澄 林忠男 梁添登 曾俊傑 趙秋英 鍾錦鋒

朱公於 林怡男 章巧伶 曾彥文 趙聰福 鍾麗玲

江秋香 林明勳 莊　元 曾美秀 劉守淵 簡如盛

何文明 林建仁 莊富雄 曾鴻瀛 劉助成 簡如詳

何宗益 林建辰 許振祿 黃仁傑 劉秉才 簡秀真

余世雄 林春香 許清容 黃文彬 劉宥萱 簡明祥

余慶隆 林財祿 許朝良 黃永久 劉家祥 簡秋暖

吳元芳 林啟森 許閔章 黃名仁 劉恩恆 簡英智

吳玉惠 林國基 許雅蓮 黃芳城 劉偉鴻 簡振義

吳坤福 林彩英 許順福 黃亮月 劉興祥 顏有慶

吳念芹 林淑敏 許燕蘋 黃俊霖 歐重興 羅仁宗

吳秉儒 林淑蓮 郭文信 黃致傑 歐陽斯 羅兆華

吳金池 林逸書 郭秀燕 黃素珍 蔡文維 羅敏華

吳國安 林溪興 郭邦賢 黃素卿 蔡有利 羅敏華

吳國益 林資明 郭忠義 黃啟明 蔡灼芬 羅智偉

吳詡榛 林夢麟 郭建旻 黃惠雄 蔡承發 蘇智盟

吳熙文 林慧麗 郭惠玲 黃超鳴 蔡明堂 蘇榮惠

吳麗華 林樹欉 陳  哲 黃祺甯 蔡茂松 蘇麗英

呂芳建 林瞳霓 陳  勛 黃榮敏 蔡茂堅 黃俊源

呂芳雪 林聰發 陳  滿 黃銘順 蔡素英

黃仁鑑 邱俊融 陳  慶 黃德建 蔡崇珍

李宗俊 邱憲祥 陳士訓 黃熾仁 蔡瑪莉

李松宜 侯勇祥 陳文彬 黃豐昌 蔡銘哲

李政憲 侯賢哲 陳文祥 楊　玉 蔡薔薇

李國強 柯銘揚 陳文雄 楊元宗 鄭秀娟 

A級裁判名單 (本資料來自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資料庫)



徐文榮 劉梓璇 王國勳 徐錦銘 陳柏憲 黃馨慧

黃慧娟 陳瀅如 蔡惠媖 李碧娥 劉有修

孫如音 曾敏雪 魏鵬讚 官美汝 黃宥峰

黃玉瑋 侯雁睿 陳奕杰 王厚生 簡國良 陳進記 林長勇 楊麗蓉

張益魁 吳佳樺 廖顯傑 巫尚謀 郭嘉鴻 黃金蔚 姚昌華 姚懷谷

魏士閔 李秋怡 簡菁儀 盧坤材 簡國宗 寸惠雯 康淑惠 張筱婷

朱向鎬 段國蘭 劉晉岑 蔡忠杰 劉雅芬 李美雪 余忠誠 高佳榮

鄭時鏵 孫家綺 張雲豪 郭建位 黃世傳 王俊寬 施長志 邱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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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總核備文號及通過日期

106.12.22體總輔字第106000208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