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楊太極武藝協會武場分佈表 

序 區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時間 教練 電話 

1 台北市 師大武場 師大體育館前 日 6.00－8.00 周延陵 呂學英 (02) 2660-7234 

2 台北市 中正紀念堂武場 台北中正紀念堂 一~日 6.00－7.00 王照楓 (02) 2395-1357 

3 台北市 台北奉天宮武場 松山奉天宮西側廣場 一~日 6.00－7.00 賴煥明 林孝元 2723-3373 

4 台北市 台大武場 臺灣大學新體育館 六 6.00－8.00 傅鉅厚 陶彥樺 0912-564237 

5 台北市 龍門國中武場 龍門國中 六 6.00－7.30 王夢蘭 林炯伊 0927-915328 

6 台北市 台安武場 台安醫院 CPR 教室 一,三 15:00－17:00 楊乾龍 呂衍孟 (02) 2836-5219 0928-830357 

7 台北市 台視武場 台視大樓頂樓 二,四 12.30－13.30 張品璨 2594－3966 0919－322266 

8 台北市 天母國際聯誼社 士林電機仰德大廈 二,五 6:30－8:30 陳月嬌 (02) 2833-7745 

9 台北市 海洋大學武場 海洋大學育樂館 二,五 12:00－13:00 張少遜 0928-082165 

10 台北市 天和武場 天母活動中心 三,四 14:30-16:00 吳錫榮 0932-307366 

11 台北市 中油武場 中油大樓 1F 大廳松仁路 3 號 三,五 07.00-08.00 黃若記 02-25792287 

12 台北市 北一女武場 數雲臺 二 7:30~9:30 余美麗 02-27355070 

13 新北市 至正坐-樟新武場 台北市一壽街 22 號 10F（樟新活動中心） 六 9.00－11.00 張煥洲 0921-997688 

14 新北市 至正坐-萬芳武場 台北市萬美街一段 55 號一 F（萬芳活動中心） 六 19:30－21:30 張煥洲 戴承濬 (H) 8931-3232 0980-132608 

15 新北市 至正坐-中央新村武場 新店市中央五街 60 號 2F（中央新村活動中

心） 

二 19:30－21:30 張煥洲 陳再欽 0952-873321 

16 新北市 至正坐-台銀武場 台銀武昌分行後棟大禮堂 12F 五 19:20－21:20 張煥洲 (H) 8661-8645 0921-997688 

17 新北市 至正坐-明興武場 木柵名興里活動中心 四 19:30－21:30 張煥洲 (H) 8661-8645 0921-997688 

18 新北市 台北公園武場 台北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口） 日 7.00－8.40 張煥洲 莊秀全 (02) 2219-9746 0920-512874 

19 新北市 淡水淡中武場 淡水國中 一~日 6.00－7.30 尤德林 尤陳雲娥 (02) 2805-1512 

20 新北市 淡水中興武場 中興里活動中心 三,五 19:30－21:30 尤德林 (02) 2805-1512 

21 新北市 板橋國小武場 板橋國小停車場 一~六 5.40－7.00 吳蒼明 王錦龍 (02) 2968-5026 

22 新北市 艾因中和武場 艾因武場 二,四,六,日 8.00－9.00 王敏成 劉麗君 (H) 2954-3732 0919-297171 

23 新北市 藍天武場 萬芳活動中心 三 19:30-20:30 張妤英 0918-153121 

24 桃園 平鎮武場 桃園平鎮市南勢國小 六 6：00~8：00 呂芳仁 034-390098 

25 新竹 新竹武場 新竹市東園國小 日 8：00~10：00 陳志信 0933－262061 

  新竹苗栗桃園武場表 

序 區域 武場 位置 日期 時間 教練 電話 

26 師承班 文心坐第四期 南庄文心坐 三 19：30-21：30 徐運金 0928-389828 

27 師承班 文心坐第五期 南庄文心坐 六 17：00-19：00 徐運金 0928-389828 

28 師承班 文心坐第六期 南庄文心坐 六 19：30-21：30 徐運金 0928-389828 

29 師承班 文心坐第七期 南庄文心坐 日 19：00-21：0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 頭份竹南 頭份義民廟班 頭份義民廟廣場 一 19：00-21：00 饒瑞賢 0922-497066 

31 頭份竹南 頭份義民廟班 頭份義民廟廣場 二 19：00-21：00 饒瑞賢 0922-497066 

32 頭份竹南 頭份義民廟班 頭份義民廟廣場 四 19：00-21：00 饒瑞賢 0922-497066 

33 頭份竹南 頭份蟠桃國小班 蟠桃國小 日 06：30-08：30 饒瑞賢 0922-497066 

34 頭份竹南 竹南運動公園 兆品酒店對面 六 07：30-0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5 頭份竹南 頭份救國團班 頭份教室 一 20：10-21：40 徐運金 0928-389828 

36 頭份竹南 頭份救國團班 頭份教室 六 10：10-11：40 饒瑞賢 0922-497066 

37 頭份竹南 頭份蟠桃國小班 蟠桃國小 六 14：00-15：30 饒瑞賢 0922-497066 

38 頭份竹南 頭份為恭醫院班 為恭醫院 一 17：30-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9 頭份竹南 國家衛生研究院班 竹南本部 三 17：30-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40 頭份竹南 國家衛生研究院班 竹南本部 四 17：30-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41 頭份竹南 竹南運動公園 兆品酒店對面 四 18：00-20：00 溫國光 0933-546733 

42 頭份竹南 頭份救國團班 頭份教室 六 14：00-15：30 溫國光 0933-546733 

43 頭份竹南 頭份信義武場 信義國小 一 19：30-21：00 溫國光 0933-546733 

44 苗栗市 苗栗縣議會班 新苗栗縣議會 二 20：00-21：30 黃蘭昌 0937-551160 

45 苗栗市 通霄平元武場 平元里活動中心 六 14：00-16：00 王文正 0933-458652 

46 苗栗市 苗栗市救國團班 團本部 三 08：40-10：10 徐運金 0928-389828 

47 苗栗市 苗栗市救國團班 團本部 三 10：20-11：50 徐運金 0928-389828 

48 苗栗市 苗栗市救國團班 團本部 五 20：20-21：50 葉仕山 0932-666921 

49 苗栗市 苗栗市救國團班 團本部 六 14：00-15：30 黃蘭昌 0937-551160 

50 苗栗市 通霄鎮媽靈宮班 媽靈宮前活動中心 五 19：30-21：00 王文正 0933-458652 

51 苗栗市 苗栗市福星國小 福星國小 六 05：30-07：00 劉鑫基 0935-590010 

52 苗栗市 苗栗縣公館武場 東昇文理補習班 日 20 : 00 ~ 21 : 30 江俊義 937429996 

53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二 18：30-20：00 徐運金 0928-389828 

54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五 18：30-20：00 洪劍鋒 0926-976821 

55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五 20：10-21：40 洪劍鋒 0926-976821 

56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三 09：00-10：30 楊鎮守 0910-809150 

57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三 10：30-1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58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日 09：00-10：30 洪劍鋒 0926-976821 

59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日 10：30-12：00 洪劍鋒 0926-976821 

60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兒童班 日 09：00-10：30 吳明月 0981-347475 

61 新竹市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一 10：10-11：40 盧美琉 0916-331117 

62 新竹市 新竹市興南武場 興南公園 一~五 06：30-08：00 郭武夫 0911-060851 

63 新竹市 新竹市興南武場 興南公園 二 09：30-11：30 何秀鳳 0938-147888 

64 新竹市 新竹市興南武場 興南公園 五 09：30-1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65 新竹市 新竹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13 樓藝廊 二 17 : 30-19 : 00 楊鎮守 0910-809150 



66 新竹市 新竹市啟碁科技 園區啟碁科技 四 18 : 00-20 : 30 徐運金 0928-389828 

67 新竹市 柑仔店社區 馬偕醫院對面 四 20 : 00-21 : 00 田維正 0930-890393 

68 新竹市 新竹慈濟福林堂 慈濟福林堂工作站 四 19 : 30-21 : 00 洪劍鋒 0926-976821 

69 新竹市 新竹市湳雅公園 新竹市湳雅公園 日 06 : 30-08 : 00 洪劍鋒 0926-976821 

70 新竹市 新竹市景觀武場 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一 19：30-2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71 新竹市 新竹市景觀武場 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二 19：00-21：00 徐運金 0928-389828 

72 新竹市 新竹市景觀武場 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四 19：30-2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73 新竹市 漢磊武場 園區漢磊科技 四 18：30-20：00 吳瑞應 0919-231392 

74 新竹市 漢磊武場 園區漢磊科技 五 12：00-13：00 吳瑞應 0919-231392 

75 新竹市 旺宏武場 園區旺宏科技 二 19：00-21：00 洪劍鋒 0926-976821 

76 新竹市 光田武場 光田里兒童班 三 19：10-20：40 吳明月 0981-347475 

77 新竹縣 竹北市救國團班 竹北教室 五 08：40-10：10 盧美琉 0916-331117 

78 新竹縣 竹北市救國團班 竹北教室 5 10：20-11：50 盧美琉 0916-331117 

79 新竹縣 竹北市救國團班 竹北教室 六 14：00-15：30 楊鎮守 0910-809150 

80 新竹縣 竹北市救國團班 竹北教室 六 15：40-17：10 楊鎮守 0910-809150 

81 新竹縣 竹東鎮東寧武場 東寧里集會所 五 19：30-21：00 沈嘉豐 0926-987250 

82 新竹縣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四 19：00-21：00 沈嘉豐 0926-987250 

83 新竹縣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二 19：00-21：00 沈嘉豐 0926-987250 

84 新竹縣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一 19：00-21：00 沈嘉豐 0926-987250 

85 新竹縣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五 19：00-21：00 楊中宇 0933-085185 

86 新竹縣 竹東鎮上館武場 竹東鎮上館國小 日 06：30-08：00 蘇德火 921182056 

87 新竹縣 竹東工研院武場 工研院 51 館 2 樓 二 19 : 30-21 : 00 楊鎮守 0910-809150 

88 新竹縣 新豐池府王爺廟 池和宮廣場 一 19 : 00-20 : 30 盧美琉 0916-331117 

89 新竹縣 新豐鄉公所 鄉公所中正堂 三 19 : 00-20 : 30 盧美琉 0916-331117 

90 新竹縣 新豐鄉松林國小 松林國小 五 19 : 00-20 : 30 盧美琉 0916-331117 

91 桃園市 桃園開南社大 桃園藝文活動中心 三 09：30-11：30 劉鑫基 0935-590010 

  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各武場資訊 

序 區域 武 場 名 稱 武 場 地 點 日期 時 間 聯絡人 電 話 

92 台中市 畊吾園 惠文高中 六.日 7:00 ~ 8:30 李坤田 0923-199577 

93 台中市 心耕園 科博館 三 20:00 ~ 21:30 許文基 0919-668620 

94 台中市 惠來國小 六 7:00 ~ 8:30 

95 台中市 文心坐(台中) 科博館廣場前 四 19:30 ~ 21:30 蕭樹國 0932-514208 

96 台中市 優建武場 惠來里土地公廟 一-四 20:00 ~ 21:30 廖俋超 0928-314536 

97 台中市 太原武場 太原公園 一~六 7:30 ~ 9:00 游通勝 04-22371021 

98 台中市   惠文國小 六.日 6:30 ~ 8:30 鄭清芳 0932-634479 

99 台中市 行雲武場 忠明國小 二 15:00~16:30 曾俊凱 0928-177157 

100 台中市   黎明社區 一~五 6:00 ~ 7:00 林淑媚 0932-548511 

101 台中市   市議會穿堂 一.三 19:00 ~ 20:30 林淑媚 0932-548511 

102 台中市 科博武場 科博館廣場 二.五 20:00 ~ 21:30 林得水 04-23224683 

103 台中市 植物園武場 科博館廣場 一 8:00 ~ 9:30 郭明權 0933-425987 

104 台中市 林新武場 林新醫院 二 19:30 ~ 20:30 盧紹芬 0910-578118 

105 台中市 豐原武場 豐原慈濟靜思堂 三 19:30 ~ 21:00 任德馨 0931-680185 

106 台中市 三光武場 中興泳池前廣場 一~五 6:00 ~ 7:30 張欽成 0960-606480 

107 台中市 福壽武場 青海路福壽宮 一~六 6:30~ 8:00 藍金煌 04-23132835 

108 台中市 平福武場 熱河路民俗公園 一.三.五 20:00 ~ 21:30 陳麗雲 04-22442568 

109 台中市 崇德武場 太原公園 二.五 20:00 ~ 21:30 王碧惠 0937-211547 

110 台中市 楓太極武場 何成里土地公廟 一~五 20:00 ~ 21:30 黃紅英 0911-983087 

111 台中市 東興武場 東興公園 一~日 6:00 ~ 7:30 許昌祥 04-23252310 

112 台中市 台中學苑武場 惠來國小 日 9:00 ~ 11:00 陳元昌 0937-202489 

113 台中市 惠中武場 公益路土地公廟 一~六 6:00 ~ 7:30 吉民中 0930-720072 

114 台中市 大墩武場 大墩公園 一.四 19:30 ~ 21:30 張清水 04-23261147 

115 台中市 何成武場 何成廣場 一~六 6:00 ~ 7:00 徐秋香 0921-753106 

116 台中市 聖德武場 聖德禪寺前廣場 一~六 5:40 ~ 6:50 蔡尋詩 04-2238-3823 

117 台中市 積善樓武場 兒童公園 一~五 6:00 ~ 7:30 李坤田 0923-199577 

118 台中市 水武場 科博館廣場 一.五.日 6:00 ~ 7:00 許貴蓮 0931-375987 

  彰化各武場資料表 

序 區 域 武 場 位 置 日期 時 間 教 練 電 話 

119 彰化縣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彰化靜思堂中庭 一 19:00-21:00 李明燦 張慶宗 0935-922839 

120 彰化縣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彰化靜思堂中庭 二 19:00-21:00 張慶宗 0935-922839 

121 彰化縣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彰化靜思堂中庭 四 19:00-21:00 許丁泉 0911-853205 

122 彰化縣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彰化靜思堂中庭 五 19:00-21:00 林明國 0930-088778 

123 彰化縣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彰化靜思堂中庭 六 9:00-11:00 王滄陣 0921-685962 

124 彰化縣 清水慈濟社大武場 清水社大教室 一,三 19:00-21:00 王滄陣 蔡雪蓮 0921-685962 04-7627299 

125 彰化縣 鹿港佛光武場 鹿港文藝館前廣場 一,三 19:00-21:00 蔡宗進 黃麗雪 0963-332285 0934-332285 

126 彰化縣 鹿港世川武場 鹿港世川武場 六 19:30-21:30 林明國 0930-088778 

127 彰化縣 彰化市社大武場 福山寺五樓走廊 三,四 19:00-21:00 黃耀聰 0972-065284 

128 彰化縣 華陽武場 彰化市華陽公園 日 7:00-9:00 黃耀聰 0972-065284 

129 彰化縣 東芳武場 彰化市東芳公園 二,四 19:30-21:30 張慶宗 李勝興 0935-922839 0933-555556 

130 彰化縣 田中社大武場 田中國小 五 19:00-21:00 周能通 張筱易 0919-524029 0937-739140 

131 彰化縣 彰化郵局武場 彰化郵局 二 18:30-20:30 許丁泉 周能通 0911-853205 0919-524029 



132 彰化縣 員林郵局武場 員林郵局 四 19:00-21:00 周能通 張筱易 0919-524029 0937-739140 

133 彰化縣 台電武場 台電彰化南興配電所 四 17:10-18:30 周能通 0919-524029 

134 彰化縣 和美公所武場 和美鎮公所前廣場 三,四 19:30-21:30 許宏鑫 林玉慈 0937-803385 04-7559406 

135 彰化縣 和美大霞武場 和美大霞里活動中心 五 20:00-21:30 許宏鑫 林玉慈 0937-803385 04-7559406 

136 彰化縣 大葉武場 大葉大學 二 17:10-18:30 鄧景木 0937-239322 

137 彰化縣 花壇武場 花壇小學 五 19:30-21:00 鄧景木 0937-239322 

  嘉義市武場表 

序 區域 武 場 位 置 日 期 時 間 教 練 電 話 

138 嘉義市 嘉義高工武場 嘉義高工運動場 一~日 06:00-07:20 林福助 05-2288422 

139 嘉義市 宣信武場 宣信街 111 巷 89 號 一 19:30-21:30 林福助 05-2288422 

140 嘉義市 嘉基武場 嘉基醫院 B 棟 9 樓 六 09:30-11:00 林福助 05-2288422 

141 嘉義市 楊家老架高級班 嘉義救國團 二 19:10-21:10 林福助 05-2770482 

142 嘉義市 楊家老架初.中級 A 班 嘉義救國團 三,四 19:30-21:30 陳志銘 05-2770482 

143 嘉義市 楊家老架初.中級 B 班 嘉義救國團 四,五 19:30-21:30 林初枝 05-2770482 

144 嘉義市 楊家老架初級 A 班 嘉義救國團 一 06:30-08:10 陳秀惠 05-2770482 

145 嘉義市 楊家老架.初級 B 班 嘉義救國團 一 08:30-10:10 陳秀惠 05-2770482 

146 嘉義市 楊家老架中級 A 班 嘉義救國團 二 08:30-10:10 陳秀惠 05-2770482 

147 嘉義市 文化中心武場 文化中心外庭 二,四 19:30-21:30 林吉雄 05-2321724 

148 嘉義市 文化廣場武場 文化路文化廣場 一,三 19:30-21:30 林吉雄 05-2321724 

149 嘉義市 七虎武場 棒球場旁七虎廣場 一~日 06:00-07:30 陳志銘 05-2233959 

150 嘉義市 伍興武場 垂楊路 400 號 4 樓 四,六 19:00-21:00 劉熙銓 05-2221220 

151 嘉義市 嘉義大學武場 林森路嘉大育樂堂 二 19:00-21:00 劉熙銓 05-2221220 

152 嘉義市 嘉義公園武場{兵器班} 嘉義公園溜冰場 六 15:30-17:00 林福助 05-2288422 

  嘉義縣各武場資料表 

序 區 域 武 場 位 置 日期 時 間 教 練 電 話 

153 嘉義縣 朴子公園武場 朴子公園 一~日 6:00-7:30 涂道明 05-3730048 

154 嘉義縣 朴子体育館武場 朴子体育館 一,三,五 19:30-21:00 周裕哲 0932-780800 

155 嘉義縣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 3F 二 19:30-22:00 林銘棟 0911-194906 

156 嘉義縣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 4F 一,三,五 6:00-8:00 黃毅翔 許正勳 0934-338278 

157 嘉義縣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 4F 六 15:00-17:00 黃永辰 0989-787154 

  中南區太極拳委員會 各武場上課時間和地點 

序 區域 武場 位置 日期 時間 教練 備註 

158 師承班 薪園師承班(I) 新營文化中心 六 07:30 ~ 10:30 蘇清標 0933-623992 

159 師承班 薪園師承班(II) 新東里活動中心 五 19:30 ~ 22:00 蘇清標 0933-623992 

助教: 吳信宏 

160 師承班 薪園師承班(III) 成功大學 日 15:00 ~ 17:30 蘇清標 0933-623992 

助教: 黃永辰 

161 師承班 薪園師承班(IV) 薪園講堂 四 19:00 ~ 21:30 蘇清標 元亨書院薪園講堂 

0933-623992 

162 師承班 榮重武場 榮重開發(股) 一 17:30 ~ 19:30 蘇清標 0933-623992 

163 新營區 新營文化中心武場(I) 新營文化中心 四 06:00 ~ 08:00 吳乃亮 0921-206862 

164 新營區 青商 OB 武場 新東里活動中心 一,二,四 19:30 ~ 21:30 吳信宏 0934-050072 

165 新營區 新營武場(1) 新營國小 一~六 06:00 ~ 07:10 賴淑琴 06-6334262 

166 新營區 新營武場(2) 新營文化中心 一 19:30 ~ 21:30 賴淑琴 0980-203413 

167 新營區 新營文化中心武場(II) 新營文化中心 六 15:00 ~ 17:00 賴淑琴 0980-203413 

168 教練班 新營武場(3) 新營國小 日 08:00 ~ 11:00 賴淑琴 0980-203413 

169 教練班 新營武場(4) 新營文化中心 月二日 08:00 ~ 10:30 黃得恩 太極槍/齊眉棍 

0934-050072 

170 新營區 新營社大武場 新進國小 一,三,五 19:00 ~ 21:00 蔡牧謙 0932-846215 

171 新營區 公誠武場 公誠國小 三,四 06:00 ~ 07:00 蔡牧謙 0932-846215 

172 新營區 新營救國團武場 新營救國團 六 07:00 ~ 09:00 吳玉山 0980-203413 

173 新營區 樂活武場 大宏里活動中心 二,五 07:30 ~ 09:30 吳忠諴 0922-586-132 

174 新營區 小腳腿武場 篤農活動中心 一 07:00 ~ 09:00 吳玉山 0980-203413 

175 麻豆區 總爺武場 總爺藝文中心 六 08:00 ~ 10:00 李淑華 0987-741960 

176 六甲區 六甲武場 六甲國中 三 19:30 ~ 21:30 李淑華 0987-741960 

177 六甲區 六甲武場 六甲國中 六 19:30 ~ 21:30 李淑華 0987-741960 

178 白河區 白河武場(1) 白河商工籃球場 一~日 5:30 - 6:30 周伯尚 06-6851638 

179 白河區 白河武場(白河、東山、

後壁區) 

白河區運動公園 一~日 19:30 ~ 21:30 蘇坤林 0932-718466 

180 歸仁區 南關社大(歸仁、仁德、

龍崎區) 

歸仁區新豐高中 日/夜 9:00-11:30 19:00-21:30 蘇坤林 0932-718466 

181 臺南市 臺南市社大 臺南市延平國中 日/夜 9:00-11:30 14:00-16:30 19:00-21:30 蘇坤林 0932-718466 

182 嘉義市 嘉義市社大 嘉義市志航國小 日/夜 9:00-11:30 14:00-16:30 19:00-21:30 蘇坤林 0932-718466 

  南部區會各武場資料表 

序 區 域 武 場 位 置 日期 時 間 教 練 電 話 

183 高雄市 五福 A 五福國中 日 07:00-09:00 陳立杰 07-3463765 

184 高雄市 五福 B 文化中心 二,四 19:00-21:00 王有寶 07-3312268 

185 高雄市 中正 鳳山婦幼館 一~日 05:00-06:00 蔡金枝 07-7429619 

186 高雄市 中鋼 中鋼中正堂側 一 17:00-18:00 盧進興 0911-737558 

187 高雄市 中鋼 中鋼中正堂側 一 17:00-18:00 蔡明義 0971-155983 



188 高雄市 小港 小港區社教館 三,五 20:00-21:30 蔡明義 0971-155983 

189 高雄市 文化中心 至德堂前 一,三,五 20:00-21:00 羅聖賢 0933-319982 

190 高雄市 建軍 前高雄縣政府後 一~日 05:00-06:30 陳德炭 07-7491220 

191 高雄市 忠孝 前高雄縣政府後 一,二,四 19:30-21:00 吳國昇 0910-800387 

192 高雄市 鳳楊 鳳山區鳳揚大樓 二,五 19:30-21:00 蔡金枝 07-7429619 

193 高雄市 正義 中正高中川堂 一,四 19:30-21:00 鄭振忠 07-7490158 

194 高雄市 永清 永清國小操場 一~日 05:00-06:30 趙約翰 07-5811053 

195 高雄市 覺知 海青工商 六 09:00-11:00 黃得恩 0912-031685 

196 高雄市 正興 正興國中 一~日 05:00-06:30 陳國明 07-3928383 

197 高雄市 旗津 旗津國小 一~日 17:00-18:30 陳光炎 07-5720157 

198 高雄市 鎮北 鎮北國小 一~日 06:00-07:00 陳春月 07-7310853 

199 高雄市 文華 鳳商綜合體育館 一~日 06:00-07:00 陳坤龍 07-7468745 

200 高雄市 中正高工 中正高工籃球場 二,四 20:00-21:30 蔡清玉 0952-071975 

201 高雄市 大東 鳳山三民里活動中心 一,四 07:30-09:00 江淑容 07-7193380 

202 高雄市 三餘 高師大附中 六 07:30-10:00 吳文卿 0932-724212 

203 高雄市 正心 苓洲國小 日 07:30-09:00 鄭景仁 0938-685898 

204 高雄市 正心 苓洲國小 二,四 19:30-21:30 鄭景仁 0938-685898 

205 高雄市 自然師 高師大附中 一,三 20;00-21;30 周清榮 07-7711004 

206 高雄市 新光 高市新光大樓 六 07:00-09:00 蔡明義 0971-155983 

207 高雄市 新光 高市新光大樓 一,四,五 20:00-21:30 蔡明義 0971-155983 

208 高雄東區 體育場 鳳山中正體育場 一~日 06:00-07:00 王文鴻 07-7421458 

209 高雄東區 協和 協和社區 一~日 06:00-07:00 王明瑞 07-7438628 

210 高雄東區 鳳商 鳳山商職 一~日 05:00-07:00 王正義 07-7338941 

211 高雄東區 工協 中山新城藍球場 一,四 20:00-22:00 李仲懋 07-7338941 

212 高雄東區 長青 鳳山中正公園 一~日 08:00-09:00 陳登壽 07-7465371 

213 高雄東區 中正公園 鳳山中正公園 一~日 07:30-09:00 江麗珍 07-7469851 

214 高雄東區 澄清湖 澄清湖傳習齋後 一~日 06:00-07:00 黃石城 07-7311105 

215 高雄北區 岡山 崗山體育館 一~日 05:30-07:00 陳嘉賢 0955-506618 

216 高雄北區 龍美 高美館 一~三 08:00-11:00 劉英魁 0934-004042 

217 高雄北區 龍美 高美館 四~五 08:00-11:00 蔡雅芬 0936-220343 

218 高雄北區 龍美 高美館 一 20:00-21:30 蔡雅芬 0936-220343 

219 高雄北區 龍美 高美館 五 20:00-21:30 洪天德 0982-029888 

220 高雄北區 半屏山 台鐵新左營站前廣場 一~五 05:30-07:30 王秉宏 0937-331608 

221 高雄北區 三鐵站前 台鐵新左營站前廣場 一,四 19:30-21:00 游勝雄 0937-331608 

222 高雄北區 高鐵 高鐵左營基地 四 18:00-20:00 黃得恩 0912-031685 

223 高雄北區 高美館 高美館前廣場 一~日 05:00-06:30 董水冊 0911-596016 

224 屏東縣 潮洲 潮州國小籃球場 一~日 06:00-07:30 郭 串 0915-116325 

225 屏東縣 鹽埔 福安宮廟口 一~日 05:30-07:00 何泰賓 0933-380018 

  台東基隆武場表 

序 區 域 武 場 位 置 日期 時 間 教 練 電 話 

226 基隆市 海洋大學 A 海洋大學 二,五 12:00-13:00 張少遜 0928-082165 

227 基隆市 海洋大學 B 別墅新世界 六 07:00-08:30 張少遜 0928-082165 

228 台東縣 台東家扶 台東駕駛員工會 一~四 19:30-22:00 蘇建榮 吳泰興 089-336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