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組名單─男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賽 

 

中國醫學大學: 林柏臣 

中國文化大學: 王偉丞、林子鈺 

元智大學: Sirmulwar Shiva Prasad 施薩瓦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劉懿賢 

正修科技大學: 陳昱豪 

宏國德霖科大: 李汶錡、劉昇安 

明新科技大學: 劉岱融 

國立中山大學: 黃天群 

國立嘉義大學: 謝東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佑宸 

崑山科技大學: 李明緒 

萬能科技大學: 陳元佶 

僑光科技大學: 王泓均 

輔仁大學: 王裕濬、楊宜銘 

 

合計：14 校 17 人 

 



分組名單─男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賽 

 

中國文化大學: 郭泰宏、郭宇傑 

元智大學: 謝東霖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游元為 

正修科技大學: 劉正雄、何益昇 

宏國德霖科大: 王昱瀚、魏宸祥、黃永融 

健行科技大學: 余泰垣 

國立金門大學: 陳威成 

國立屏東大學: 張益維 

國立清華大學: 周家興、黃彥喆 

國立臺灣大學: 陳亭瑋、李咨道 

國立體育大學: 林英傑 

淡江大學: 黎伯祥、李政勳 

逢甲大學: 魏士勛 

聖約翰科技大學: 莊涵智 

萬能科技大學: 陳冠棠 

天主教輔仁大學: 郭育維、林珈樂 

 

合計：16 校 24 人 



分組名單─男子公開組 9號球雙打賽 

 

中國文化大學: 林仲賢－李昱霖、孫宇宸－范宇承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駱立原－簡睦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郭奕涵－李鎮宙 

正修科技大學: 林佳正－徐士祥 

宏國德霖科大: 董起睿－賴淮安、林其瑾－楊程傑 

李松翰－張承瀚 

淡江大學: 張展境－簡酉勳、古立渝－李政亭 

  

 

合計：6 校 10 組 20 人 

 

 

 

 

 

 

 

 

 

 

 

 

 



分組名單─女子公開組 8號球個人賽 

 

中國文化大學: 王文芸、劉若妍、黃伶臻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江水淨 

宏國德霖科大: 林予婕 

國立台南大學: 陳羽倢 

國立聯合大學: 洪宥彤 

僑光科技大學: 施宇芊 

 

合計：6 校 8人 

 



分組名單─女子公開組 9號球個人賽 

 

中國文化大學: 周于楟 

正修科技大學: 許芳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呂翊瑄 

國立臺灣大學: 潘蔚瑄 

  

  

 

合計：4 校 4人



分組名單─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賽-1 

 

天主教輔仁大學： 尹藝博、黃品翔 

大同大學： 郭奕辰、洪禎佑 

中山醫學大學： 邱柏華 

中原大學： 鄭聿翔、簡辰佑 

中國文化大學： 蔡坤哲、陳鴻輝 

中國醫藥大學： 林羿翔、林彥辰 

中華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沈郁霖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李昆 

元智大學： 陳禹傑、楊懿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蔡柏宇、蔡柏森 

正修科技大學： 邢秩榤 

佛光大學： 向嘉緯、陳粲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廖緯翔 

亞東科技大學： 蔡沛穎 

亞洲大學： 朱仕博、陳威成 

明新科技大學： 黃子呈、彭康炫 

長庚大學： 陳盈律 

南華大學： 周桀希、張翔荏 

南臺科技大學： 李明 

真理大學： 陳奕愷 

高苑科技大學： 陳威廷 

健行科技大學： 曾宏睿 

國立中山大學： 陳彥竹、施宥鈞 

國立中正大學： 吳坤諭、楊宗憲 

國立中興大學： 林昭慶、陳子揚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包立榮、郭少禾 

國立成功大學： 許允誠、黃懷安 

國立金門大學： 周奕宏、張竣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盧孟維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郭俊億 

 



分組名單─男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賽-2 

 

國立清華大學： 陳昱豪、翁梓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陳穎智 

國立嘉義大學： 蔡杰儒 

國立臺北大學： 蔡昀辰、陳庭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劉宇城、吳明杰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張偉軒、許珉豪 

國立臺灣大學： 董秉橙、邱子竣 

國立聯合大學： 鄒家誠、林靖皓 

國防醫學院： 張元齊、姚皓倫 

崑山科技大學： 周楷家 

淡江大學： 吳承翰、陳豐其 

逢甲大學： 施季東、毛柏燊 

景文科技大學： 阮翰霆 

華梵大學： 陳世勳、楊又豪 

義守大學： 陳栢筠 

萬能科技大學： 劉祥詮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李家宏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許翔、陳柏諭 

臺北醫學大學： 吳博鈞 

輔英科技大學： 周哲緯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孫珦愷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梁期翔 

黎明技術學院： 李長沛、胡冠綸 

嶺東科技大學： 石嘉祥 

 

合計：54 校 83 人 

  



分組名單─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賽-1 

 

天主教輔仁大學－A隊 ： 汪立翔-林明賢 

天主教輔仁大學－B隊 ： 蔡秉宏-吳宸緯 

中原大學 ： 楊緒騰-歐洋 

中國文化大學－A隊 ： 劉哲睿-李承翰 

中國文化大學－B隊 ： 張煜寬-陳彥朋 

元智大學 ： 余軒承-葉柏岑 

佛光大學－A隊 ： 邵祉傑-吳笛滋 

佛光大學－B隊 ： 游淯丞-陳煥傑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曹家瑋-黃智威 

亞洲大學－A隊 ： 劉育倫-黃俊銘 

亞洲大學－B隊 ： 林暐智-楊承 

東南科技大學 ： 劉書桓-林家瑋 

南臺科技大學 ： 余松益-林晉毅 

健行科技大學 ： 黃秉雄-李威廷 

國立中山大學 ： 吳宇翔-洪柏硯 

國立中正大學－A隊 ： 鄧立杰-呂元瑋 

國立中正大學－B隊 ： 朱恒瑞-葛邦彥 

國立中興大學－A隊 ： 巫宗諭-林祁叡 

國立中興大學－B隊 ： 游宸睿-張偉燊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A隊 ： 邱柏瑋-張篤誠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B隊 ： 鄭子暘-蔡宜承 

國立成功大學－A隊 ： 丘邁平-鍾瑋銓 

國立成功大學－B隊 ： 黃鼎鈞-卓爾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徐嘉志-張硯凱 

國立清華大學－A隊 ： 許柏宣-黃紀嘉 

國立清華大學－B隊 ： 林建瑄-王伯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張硯平-王茂彥 

國立臺北大學 ： 張宸瑋-吳峻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郭靖賢-張栢浩 

國立聯合大學 ： 許銘祐-高俊凱 

 

 

  



分組名單─男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賽-2 

 

國立臺灣大學－A隊 ： 王楊博翔-呂紹瑋 

國立臺灣大學－B隊 ： 林劭寰-林柏仲 

淡江大學－A隊 ： 謝鎮隆-謝維程 

淡江大學－B隊 ： 劉杰泰-江東儒 

逢甲大學 ： 郝軒永-邱一宸 

華梵大學 ： 姚宇勝-曹建廷 

 

 

合計：25 校 36 組 72 人 

  



分組名單─男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賽 

 

天主教輔仁大學 ： 蘇子瑜、毛韋承、陳彥璁、邱奕力、朱翊廷 

元智大學 ： 郭宸濬、莊子彥、李勇志、郭宥麟 

亞洲大學 ： 吳東霖、廖翊霆、吳仲軒、張子洋 

東南科技大學 ： 裴孟松、黃冠綸、單煒皓、陳致翰 

國立中正大學 ： 黃建智、何明杰、李俊毅、吳柏叡、劉文賓 

國立中興大學 ： 陳柏勳、賴廷彥、李宗諺、林俊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 黎卓鳴、謝俊彥、黃博彥、歐宇荃 

國立成功大學 ： 馮量為、高義家、邱顯舜、洪碩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黃柏儒、陳弘諺、李宗澤、石正浩、黃晟恩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楊  傑、劉宇祥、洪正贊、馬紹宸、陳韋廷 

國立清華大學 ： 王廷安、謝宇軒、吳晉德、邱凱翔、黃秝源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莊竣宇、郭弋愷、吳亞倫、劉緯彤 

國立臺北大學 ： 張赫彣、林良德、徐劭竑、駱昱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曾鈺欽、張嘉帆、謝雲天、洪愷嶽 

國立臺灣大學 ： 黃楷評、蘇冠銘、李子齊、王唯全、何承耘 

淡江大學 ： 陳品善、陳尚廉、謝鎮澤、吳岱祐、侯仲文 

 

合計：16 校 71 人 



分組名單─女子一般組 9號球個人賽 

 

 天主教輔仁大學 ： 林紘伃、徐子崴 

中國醫藥大學 ： 陳姮妤 

元智大學 ： 張芷榕 

佛光大學 ： 林于晴、鄭心瑀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張瀞文 

明新科技大學 ： 潘俐榆 

東吳大學 ： 張月禎 

致理科技大學 ： 朱葦亭 

國立中正大學 ： 蔡樺萱、陳佑萱 

國立成功大學 ： 魏莉錹、鄧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徐芷翎 

國立清華大學 ： 吳思嫻、鍾咏倪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許巧妮、羅予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游采錞 

國立臺灣大學 ： 李心芸、李婕琳 

國立聯合大學 ： 金紜珮 

淡江大學 ： 石芷茵 

華梵大學 ： 黃詩涵 

聖約翰科技大學 ： 鍾沛珊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 金淳羚、郭弋瑄 

臺北醫學大學 ： 陳冠樺 

 

合計：21 校 29 人 



分組名單─女子一般組 9號球雙打賽 

 

佛光大學-A隊 ： 袁語彤-陳郁承 

佛光大學-B隊 ： 蔡昕彤-潘鎔艾 

國立中正大學-A 隊 ： 李和安-蔡旻珈 

國立中正大學-B 隊 ： 施貝樺-張芝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 陽凱伊-黃菁苓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林郁潔-詹千葳 

國立聯合大學 ： 丁婧-鍾昀彤 

淡江大學-A隊 ： 馬欣慧-柯思妤 

淡江大學-B隊 ： 馬欣儀-梁瑾云 

 

 

        合計：6校 9組 18人



分組名單─女子一般組 9號球團體賽 

 

國立中正大學 ： 廖彗羽、黃歆絜、張芝綺、劉恩秀、呂欣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李欣庭、周盈辰、林惠芳、李語宸 

淡江大學 ： 許婕儀、許礎孍、陳品誼、鄭筑嬣 

 

 

        合計：3校 3組 1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