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佛乘盃圍棋大賽選手名單

編號 地區  隊名 領隊 主將 段位 二將 段位 三將 段位 四將 段位 五將 段位  替補 段位

1 台北市 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 陳富陌 劉耀文 職五 胡煜清 七段 吳宗翰 七段 陳彥儒 七段 楊孚德 七段

2 新北市 張濬元慢棋隊 陳邦立 楊博崴 職六 張濬元 六段 許霓霓 七段 李庭宇 七段 陳紀衡 七段 陳邦立 七段

3 新北市 香港碁幻傳說隊 李全發 成家業 職二 陳志軒 六段 陳俊宇 七段 莊皓宇 七段 林康 七段

4 台北市 大樂司 張昭焚 林書陽 職八 詹宜典 七段 鍾承恩 七段 張廣 七段 劉川霆 七段

5 台北市 大森圍棋文化藝術基金會 張昭焚 林士勛 職六 賴宥丞 七段 郭乃福 七段 羅聖傑 七段 蘇聖芳 職三

6 新北市 我以棋會友 黃盛群 葉紘源 職三 黃盛群 七段 張禾 七段 王力弘 六段 郭俊廷 六段 江彥融 七段

7 台北市 中華職協道場隊 康軒豪 賴均輔 職四 黃宥騰 七段 李弘璽 七段 吳彥諶 六段 孫士鈞 六段 鄭皓文 七段

8 新北市 棋跡世代 吳冠毅 李維 職四 卓裕倫 七段 張力文 七段 王啟霖 七段 郭彥良 六段 吳冠毅 六段

9 台中市 壞大肥貓要你壞你就壞 廖聖維 陳禧 職四 黨希昀 職二 蔡昀哲 七段 王翎宇 七段 廖聖維 七段 鹿耘漢 七段

10 花蓮縣 花蓮飛揚隊 林煜庭 趙佩哲 職三 熊培成 七段 楊宗霖 七段 李宗翰 七段 伍棋揚 六段 游理聿 七段

11 新竹市 清大圍棋隊 林新為 林新為 職二 李明耀 七段 李承修 七段 林曉彤 七段 康宏瑜 六段

12 台北市 周平強 簡靖庭 職四 舒敬雯 七段 李嘉馨 七段 白昕卉 職二 林鈺娗 六段

13 新竹縣 熱血國七 陳素娟 林杰漢 職三 林怡廷 七段 黃昀宥 七段 徐銘均 七段 王翔 六段

14 台北市 衝段少年兄 陳嘉琪 施景堯 職初 王柏勛 七段 吳肇漢 七段 鍾世均 七段 隋安舜 六段 張東邑 七段

15 新北市 艾伯頓床墊 黃文雄 黃偉 職初 姚恩雋 七段 徐晨瑞 七段 周書敬 七段 林煒竣 七段 溫敬 七段

16 台中市 台中市方圓圍棋俱樂部 林進州 蔡丞韋 職三 王宣方 七段 莊子弦 七段 董馭前 六段 李碩恩 六段 林仕偉 七段

17 宜蘭縣 佛光大學隊 林安廸 張哲豪 職六 陳彥臣 七段 陳昕 七段 劉承祐 七段 溫翊凱 六段 郭再恩 七段

18 宜蘭縣 佛光三好隊 林安廸 陳威廷 職初 曾品傑 七段 程正信 六段 趙崧宏 七段 黃品竣 六段 李思岑 六段

19 台北市 李佳珍 許育祺 職三 錢宣米 七段 李漢驎 七段 林瀚彰 七段 吳明禦 七段 錢叙米 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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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台北市 呆貓水果茶 劉一芳 盧奕銓 職三 劉一芳 七段 沈逸恩 七段 魏華君 七段 翁新舜 六段

21 新北市 奕棋同樂 朱庭甫 黃道隆 職二 勾善文 七段 陳宣宇 七段 洪永豪 六段 朱庭甫 六段 賴昶宏 七段

22 台北市 周序峰圍棋研究會 王文祥 王智弘 職初 謝育庭 七段 徐瑋擎 七段 胡凱威 七段 邱力行 六段 王譽臻 六段

23 台北市 東鋮綠能 林芝聖 林柏宇 職初 林雍盛 六段 黃宥誠 七段 尤浩宇 七段 李子揚 六段 丁偉喬 七段

24 高雄市 睿弈圍棋道場 許芳嘉 高昀 職三 盧鈺樺 職初 許芳嘉 七段 鄭寓壬 六段 張禕倫 六段 林明 七段

25 台北市 贏了領隊請吃飯 林玉璇 林宇翔 職五 覃大中 七段 鮑明毅 七段 程大耕 七段 呂意晴 六段 江逸笙 六段

26 新北市 貓劍客圍棋道場 林聖弈 林聖弈 職三 王晨亦 七段 楊尚勳 六段 張家齊 六段 林煜翔 六段 胡紘愿 七段

27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蕭義修 林立祥 職七 曾平心 七段 許育豪 七段 蘇枘泊 七段 黃群倫 六段 蔡儀萱 六段

28 台北市 修平古亭總院隊 曾俊傑 林修平 職六 孫偉勛 七段 方名崑 七段 陳立穎 七段 潘韋均 七段 陳寶泰 六段

29 台北市 修平高雄大局觀隊 曾俊傑 林世民 職三 施舜元 六段 曾子倫 六段 葉威廷 六段 李恆震 七段 楊寸樂 七段

30 台北市 名人大安國中隊 陳鍵銘 陳義翔 職五 鄭宇軒 七段 徐永煜 七段 張庭維 七段 李亮非 七段

31 泰國 Go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Vanthanee 史金帛 職三 Rit Bencharit 六段 齊飛 六段 詹士賢 六段 六段

32 日本 日本天兆隊 红林梅艶 佐田篤史 職三 黃聖豪 六段 紅林英龍 六段 木原俊輔 六段 出沢佑樹 六段 红林梅艶 職二

33 韓國 明知大學圍棋系隊 金康旻 職初 禹晸敏 七段 李成真 六段 金玟晟 六段 劉東岳 六段 崔宇成 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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