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八德合氣道訓練中心

●七段: 孫世強(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三重漢東武道館

●四段: 王俊銘 吳國浦 
●六段: 陳玉珠(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土城合氣道館

●初段: 蕭祥龍 
●二段: 陳來興 
●四段: 邱朝盟 駱思龍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大同合氣道館

●初段: 吳至真 蘇郁芹 
●二段: 呂子豪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中山合氣道館

●三段: 朱家慶 彭子芸 
●四段: 朱泓宇 
●六段: 楊肅全(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中原大學博愛合氣道社

●初段: 李宜謙 葉哲豪 李基村 李佳仲 陳冠吟 周幸縈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天母道館

●二段: 李莉莎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台大椰林合氣道社

●初段: 林子祐 楊心宇 劉庭希 
●四段: 石濟維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台北市合氣道協會大安道館

●初段: 唐悠翰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台灣科技大學合氣道社

●初段: 張愷今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合居武禪道館

●三段: 楊啓章 
●七段: 陳振華(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宜蘭道館

●初段: 潘羿萌 黃允豪 潘威良 潘羿愷 
●二段: 蔡聿欣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承德合氣道館

●三段: 李逸臣 尤璿翔 
●五段: 廖世杰(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松隆合氣道訓練中心

●六段: 張慶偉(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長庚大學合氣道社

●初段: 陳芃嫣 伍家樂 許淯淋 吳孟涵 趙怡庭 楊欣琳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青年會

●五段: 洪挺文(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桃園道館

●初段: 陳奕安 林士凱 
●四段: 張裕青 
●五段: 杜永泰(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新生道館

●三段: 葉仲洲 陳燦曜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新莊道館

●初段: 楊喬惠 
●六段: 鄭成大(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榮和會合氣道

●初段: 蔡怡萱 
●二段: 陳加容 
●三段: 許吉宏 曾詠超 楊鎧 陳建佑 蔡行健 
●四段: 謝禮興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信義合氣道道館

●初段: 黃揚羽(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竹東合氣道

●初段: 温家宸 
●五段: 陳會玲(推薦)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雙城合氣道

●三段: 葉佳穎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東吳大學合氣道社

●初段: 吳佩柔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中國文化大學合氣道社

●初段: 吳仡釩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臺灣師範大學合氣道社

●初段: 汪冠霖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柳鄉道館

●初段: 施宇晟 張令龍 
●二段: 林菲妤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   函
連絡處：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21號

電  話：2991-0909  0910-344-503

傳  真：2276-7070  

聯絡人：秘書長 林金龍  

E-mail：linking1688@yahoo.com.tw

中和合氣道館

●初段: 邱山佐 

受文者：

速    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111）中合廣錡字第1110328號

主  旨： 貴單位111年春季晉段者，經本會資格審查或推薦結果如說明一，請轉
知合格者，於指定之時間和地點參加測驗審核。

說  明：
一、 符合資格者名單：

二、 時間：111年4月10日（星期日），晉段者上午8：20報到。9：00開始測驗。

三、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3樓  【中山運動中心】
四、 晉段通過後，再另行通知繳費內容，費用由各單位彙集收款後，統一以單位

匯交。

五、 測驗現場當眾抽取 1、2、3三組技法之一組，作為當日測驗技法。
六、 請各單位指導教練親至現場觀察測驗經過，以昭公信。
七、 受驗者成績優異，且具武道精神者，授帶典禮時頒贈獎品，以示鼓勵，藉勵

來茲。

八、 推薦直升者，亦須按時報到，並穿著道服以示尊重，否則不予晉升。
九、 因疫情關係按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次考試進活動中心需量體溫、消毒水

洗手、戴口罩，請同學們配合。下場考試時的同學可免戴，其餘均須全程戴
口罩。若身體有感冒發燒請自主管理，不要參加考試及進入考場。

理 事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