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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領隊 羅依汝  教練 鄭佳松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陳永倫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範臺灣師範臺灣師範臺灣師範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領隊 溫良財  教練 梁嘉音  管理 張  循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張  循、嚴子釗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李柏維-鄭  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領隊 李永祥  教練 周庭棟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潘楷明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邱繼正、鄧國欽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陳彥中-何政泓、2.紀勛虔-賈奕騰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傅弘欣、黄孝淳、謝偉傑、劉承睿、周家興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黃美惠、黃暐琳 

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劉凡于-王麗雅、2.王乃嫺-李函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領隊 林惟鐘  教練 任兆亮  管理 朱亭叡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朱亭叡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王宏宗  教練 陳冠列、黃威榮  管理 許思源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陳建富、龍胤豪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丁宇平、何俊翰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陳煜暐-許祐維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柯怡綺 

女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詹雅庭-郭思廷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宋立喬-陳佑維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劉詩玟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馬樹秀  教練 彭賢德  管理 林君樺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李柏翰、柯宥臣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周子勤、劉政杰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彭雅文、周婕妤 

女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1.林  米-林妏玲、2.謝喻雯-牟淑鳳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徐志賢、徐世瑋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薛揮達-王榮彬 



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陳瑋陞-呂宗霖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領隊 邱明源  教練 榮  文  管理 蘇家馨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顧立山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林偉志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領隊 王三財  教練 許義章、方韋中 

女子公開組9號球個人：魏子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領隊 陳一進  教練 周育伶 

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何姵嫻-劉于瑄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領隊 王聖文  教練 王聖文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曹書與 

 

聖約翰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 

領隊 陳金蓮  教練 陳元和  管理 蔡文程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林達理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黎光浩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林柏宇-黃柏榕 

 

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 

領隊 魏啟弘  教練 張玉治  管理 陳  道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郭玄偉、宗尚賢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李昱瑄、湯家興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1.張証崴-羅世權、2.李宇淇-董其崴 

女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廖欣鈺-張菽彩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梁少杰、朱學志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陳重亦-江兆偉、2.林明翰-林韋伸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林育德、白銀嵐、陳憲紘、蔡維倫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馮詩涵、林妤珊、黃以晴、周書萱、袁千閔 

 

華梵大學華梵大學華梵大學華梵大學 

領隊 葉雅正  教練 林上義  管理 劉俊宏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孫浩為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夏志豪-高敬傑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劉境煊、葉思齊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陳漢賢-殷義棠、2.唐嘉豪-林愈能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馮彥霖、金建文、黃祈睿、陳奇謙、邱閎宇 



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陶薇薇-郭又瑄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林宜蝶、林宜樺、范涵鈞、洪一如、黃  容 

 

亞東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 

領隊 陳保生  教練 王丁林  管理 鍾彥丞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徐紹鈞、林欽岳、楊建翔、高崇凱、李家豪 

 

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 

領隊 楊總成  教練 郭馥滋、陳謝宗  管理 陳孟廷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陳培謙、郭唐華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江柏宏、江啟中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陳俊呈-謝育澤、2.呂冠辰-林暐翔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劉彥群、劉哲銘、呂勇賢、蘇裕淳、莊惟任 

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朱慧恩-林  薇、2.王怡雯-陳孟廷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林怡廷、劉曼琳、黃育箖、郭竤儀、李尚晏 

 

龍華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 

領隊 李志文  教練 汪茂鈞  管理 李元裕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許家愷-王泰鈞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王大至、黃信傑、徐奕弘、陳彥廷 

 

德霖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 

領隊 周家華  教練 陳昭元  管理 邱豐傑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陳信廷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李承恩-龔麟傑 

女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陳琬翎-邱維薇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王慶弘、施復予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林冠宇-李信誼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陳楓翔、楊智翔、陳建州、葉鎮綸、鄭兆軒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張庭鳳、陳佩芸 

 

嶺東科技嶺東科技嶺東科技嶺東科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領隊 王克武  教練 賴姍姍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劉奕廷 

 

弘光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領隊 劉見成  教練 蔡君逸  管理 蔡君逸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李佳韋 

 

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 

領隊 黃泰源  教練 蘇育瑤、林筱琦  管理 柯俞先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黃祿淵、陳  謙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許富舜、姜文生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林筱琦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羅凱暘  教練 蘇育瑤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吳上麒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領隊 莊文典  教練 謝謨郁  管理 陳文泰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謝佳臻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蔡忠憲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李京翰-賴念恩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李佩容 

女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曾涵群-陳盈秀 

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余佳蓉-王瀞瑩 

 

樹德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領隊 戴麗淑  教練 許龍池  管理許龍池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趙佳瑜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領隊 陳冠儒  教練 黃祿儒  管理 王奕傑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黃永盛-蔣瑞展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張晉豪、郭玳瑋、楊俊廷、王奕傑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周俊良  教練 林金豐  管理 陳斯藍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顏誌偉、徐漢宗 

 

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 

領隊 詹正豐  管理 廖于婷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李京蓁 

 

健健健健行科技大學行科技大學行科技大學行科技大學律律律律 

領隊 陸玟吉  教練 何若湯  管理 戴興豪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邱富然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陳慶訓、張紹峻、溫偉傑、黃上哲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謝筱雲、廖慧文、楊馥嘉、羅涵菲 

 

萬能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 

領隊 莊  暢  教練 李詩賓、李育忠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許清淇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周郁珊 

 

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 

領隊 高安邦  教練 劉菊枝  管理 凌羽萱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黃仲新-賴秉諺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盧冠文 
 

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 

領隊：林易平  教練 鄭有森  管理 旺佑庭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旺佑庭、林易平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蕭銘成  管理 劉  穎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蕭銘成-劉  穎 
 

明新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 

領隊：高小芳  教練 蔡琪文  管理 陳啟湛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羅章銘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林俊翰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高新節-王冠宏、2.陳啟湛-周佳頤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張芸禎、陳彥蓉、陳暄沂、陳莛諠 

 

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領隊 蔡豐任  教練 林衢良  管理 張明輝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田至堯、邱  煜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黃冠中、葉哲瑋、張育嘉、蔡承恩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陳雅琳 

 

育達育達育達育達科科科科技大學技大學技大學技大學 

領隊 陳建勝  教練 陳冠列  管理 陳淑貞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廖建智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章建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領隊 郭艷光  教練 洪晚成  管理 蘇泰源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鄭凱維、葉永新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陳玠達-黃俊翔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莊其真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領隊 黃娟娟  教練 洪晚成、楊世達  管理 許郁晨、楊任與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詹榛億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1.鄧煒立-柯政和、2.宋肇咸-葉秦瑋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楊任與、葉雲瀚、王禹珽、王晟憲、潘  迪 

 

建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 

領隊 黃錦裕  教練 洪晚成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廖仁傑、鄭子逸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何季豐-周建宗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邱川瑞、李博昇、王肇朗、陳文彥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廖俊儒  教練 王州仕  管理 張博瑋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王郁凱、呂昭輝 

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張博瑋 

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呂昀珊、黎筑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領隊 覺文郁  教練 陳俊文  管理 謝志東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鄭宇傑、林家宏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利政錤-謝志東 

 

大仁科技大大仁科技大大仁科技大大仁科技大學學學學 

領隊 葉丁嘉  教練 吳兆欣  管理 張富鈞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陳淑如 

 

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 

領隊 林顯輝  教練 陳志明  管理 蔡鋒樺 

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洪國峻-林志瑋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孫韻雅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 

領隊 趙涵捷  教練 林振源  管理 洪郁閔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周昌賢、方騰緯 

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陳俊庭-洪培銨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陳  毅、洪郁閔、游馥銘、楊明修、臧英良 

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周以文、張馨方 

 

蘭陽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 

領隊 林江龍  教練 吳彥璋  管理 楊政盛 

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林成龍 

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陳敬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