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U19) 男單 16 人 7 輪 29 場

(U19) 女單 25 人 9 輪 47 場

(U19) 男雙 11 組 7 輪 19 場

(U19) 女雙 14 組 7 輪 25 場

 

參加人(組)數 輪次 場數 合計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4年1月28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40002864號函核准

時間：104年4月8日至4月10日            地點：維農羽球館

報名人數及場數統計表

120 場

使用 時間、場地 統計表

4/8 4/9 4/10
日期

(三) (四) (五)

預估使用時間

08:30 09:00 09:00

↓ ↓ ↓

18:00 16:00 13:20

使用場地
4 4 2

面 面 面

合計場次 120 場

場次
69 39 12

場 場 場



日期：104年4月8日 (三) 地點：維農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8:30 女單#1 女單#2 女單#3 女單#4

09:00 女單#5 女單#6 女單#7 女單#8

09:30 女單#9 男單#1 男單#2 男單#3

10:00 男單#4 男單#5 男單#6 男單#7

10:30 男單#8 女雙#1 女雙#2 女雙#3

11:00 女雙#4 女雙#5 女雙#6 女單#10

11:30 女單#11 女單#12 女單#13 女單#14

12:00 女單#15 女單#16 女單#17 女單#18

12:30 男雙#1 男雙#2 男雙#3

13:00 女雙#7 女雙#8 女雙#9 女雙#10

13:30 女雙#11 女雙#12

14:00 女單#20 女單#21 女單#22 女單#23

14:30 女單#24 女單#25 女單#26 女單#19

15:00 男單#9 男單#10 男單#11 男單#12

15:30 男單#13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16:00 男雙#4 男雙#5 男雙#6 男雙#7

16:30 女單#27 女單#28 女單#29 女單#30

17:00 女單#31 女單#32 女單#33 女單#34

日期：104年4月9日 (四) 地點：維農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17 男單#18 男單#19 男單#20

09:30 女單#35 女單#36 女單#37 女單#38

10:00 男雙#8 男雙#9 男雙#10

10:30 女雙#13 女雙#14 女雙#15 女雙#16

11:00 男單#21 男單#22 男單#23 男單#24

11:30 女單#39 女單#40 女單#41 女單#42

12:00 男雙#11 男雙#12 男雙#13 男雙#14

12:30 女雙#17 女雙#18 女雙#19 女雙#20

13:30 男單#25 男單#26

14:00 女單#43 女單#44

14:30 男雙#15 男雙#16

15:00 女雙#21 女雙#22

 

日期：104年4月10日 (五) 地點：維農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27 男單#28

09:40 女單#45 女單#46

10:20 男雙#17 男雙#18

11:00 女雙#23 女雙#24

11:40 男單#29 女單#47

12:20 男雙#19 女雙#25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地分配表

第 1 ~ 4 場地

  

第 1 ~ 4 場地

第 1 ~ 2 場地



日期 4/8 4/8 4/9 4/10

[1] 高雄中學 呂家弘 1

#1 呂家弘

能仁家商 林聖傑 2 09:30 w/o

#9 呂家弘

[5/8] 成淵高中 楊博瑋 3 15:00 21-16,22-20

#2 楊博瑋

能仁家商 李佳豪 4 09:30 21-13,21-19  

#21 呂家弘

[3/4] 基隆高中 戚又仁 5 11:00 21-12,21-16

#3 熊紹邦

西苑高中 熊紹邦 6 09:30 21-13,21-8

#10 熊紹邦

[5/8] 高雄中學 廖炯程 7 15:00 21-13,17-21,21-15

#4 廖炯程

治平高中 陳彥準 8 10:00 21-17,21-6

#27 呂家弘 第一名

西苑高中 陳璟寬 9 09:00 21-14,11-21,21-18

#5 胡翊凡

[5/8] 能仁家商 胡翊凡 10 10:00 21-16,21-19

#11 陳俊成

松山高中 洪文佑 11 15:00 21-13,21-14

#6 陳俊成

[3/4] 高雄中學 陳俊成 12 10:00 21-5,21-12

#22 陳俊維  

亞柏日香竹山 江冠麟 13 11:00 21-19,21-11

#7 梁華竣  

[5/8] 能仁家商 梁華竣 14 10:00 21-15,21-11

#12 陳俊維

極限東泰高中 鄭世鴻 15 15:00 21-13,21-13

#8 陳俊維

[2] 治平高中 陳俊維 16 10:30 21-18,21-18

一、(U19) 男生單打 : 16 人， 29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一、(U19) 男生單打 : 16 人， 29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4/8 4/9 4/9 4/9 4/10 4/10

基隆高中 戚又仁 #3敗

#13 戚又仁

治平高中 陳彥準 #4敗 15:30 21-12,21-18

#17 戚又仁

成淵高中 楊博瑋 #9敗 09:00 22-20,10-21,21-16

w/o #1敗 #23 李佳豪

#14 李佳豪 11:00 21-13,11-21,21-13

能仁家商 李佳豪 #2敗 15:30  

#18 李佳豪 #25 陳俊成

高雄中學 廖炯程 #10敗 09:00 21-14,11-21,21-19 13:30 21-11,21-19

高雄中學 陳俊成 #22敗

亞柏日香竹山 江冠麟 #7敗 第四名

#15 江冠麟 #28 熊紹邦

極限東泰高中 鄭世鴻 #8敗 15:30 16-21,21-9,21-15 09:00 21-10,17-21,21-13

#19 江冠麟

能仁家商 胡翊凡 #11敗 09:00 21-18,11-21,21-19

西苑高中 陳璟寬 #5敗 #24 梁華竣 #29 陳俊維 第二,三名

#16 陳璟寬 11:00 21-16,21-17 11:40 21-16,21-13

松山高中 洪文佑 #6敗 15:30 21-12,20-22,21-18

#20 梁華竣 #26 熊紹邦

能仁家商 梁華竣 #12敗 09:00 21-14,21-19 13:30 15-21,21-16,21-16

西苑高中 熊紹邦 #21敗

治平高中 陳俊維 #27敗

 

敗部



日期 4/8 4/8 4/8 4/9 4/10

 

[1] 大同高中 許玟琪 1

#10 許玟琪

育成高中 陳姿允 2 11:00 21-12,21-16

#1 汪昱君

大同高中 汪昱君 3 08:30 17-21,21-15,21-16 #27 許玟琪

16:30 21-16,13-21,21-12

[5/8] 松山高中 賴怡婷 4

#11 賴怡婷

大同高中 許家寧 5 11:30 21-15,21-15

#2 許家寧

極限東泰高中 林書淳 6 08:30 21-19,19-21,21-12

 #39 許玟琪

[3/4] 高市新莊 洪毅婷 7 11:30 18-21,21-17,21-7

#12 洪毅婷

新豐高中 郭子綺 8 11:30 21-14,21-18

#3 林湘緹

大同高中 林湘緹 9 08:30 21-14,21-13 #28 陳肅諭

16:30 21-16,17-21,21-11

[5/8] 松山高中 陳肅諭 10

 #13 陳肅諭

合庫豐原 江品悅 11 11:30 21-14,21-7

#4 黃淯慈

松山高中 黃淯慈 12 08:30 21-10,18-21,21-16

#45 許玟琪 第一名

大同高中 彭莉庭 13 09:40 20-22,21-19,21-6

#5 彭莉庭

高市新莊 邱品蒨 14 09:00 21-11,21-8

#14 梁庭瑜

 極限東泰高中 簡琬婷 15 11:30 21-18,21-12

#6 梁庭瑜

[5/8] 高市新莊 梁庭瑜 16 09:00 21-14,21-18

 #29 梁庭瑜

合庫豐原 陳婉瑄 17 16:30 21-18,21-13

#7 張莘平

高雄中學 張莘平 18 09:00 21-9,23-21

#15 胡綾芳

[3/4] 高雄中學 胡綾芳 19 12:00 21-13,17-21,21-18

#40 梁庭瑜

新豐高中 陳千禾 20 11:30 10-21,21-16,21-13

 #8 陳千禾

極限東泰高中 鍾玉鳳 21 09:00 21-8,21-19

#16 李佳馨

[5/8] 大同高中 李佳馨 22 12:00 21-13,21-18  

新豐高中 關喻葦 23 #30 宋碩芸

#9 夏禎旎 16:30 14-21,21-17,22-20

后綜高中 夏禎旎 24 09:30 w/o

 #17 宋碩芸

[2] 大同高中 宋碩芸 25 12:00 21-18,21-16

二、(U19) 女生單打 : 25 人， 47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二、(U19) 女生單打 : 25 人， 47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4/8 4/8 4/8 4/9 4/9 4/9 4/10 4/10

 

高市新莊 邱品蒨 #5敗

#18 簡琬婷

極限東泰高中 簡琬婷 #6敗 12:00 21-12,21-17

#19 簡琬婷

松山高中 黃淯慈 #13敗 14:30 22-20,21-9

#31 簡琬婷

合庫豐原 陳婉瑄 #7敗 17:00 21-16,21-16

#20 林湘緹

大同高中 林湘緹 #12敗 14:00 21-12,21-15 #35 賴怡婷

09:30 21-14,21-16

松山高中 賴怡婷 #27敗

極限東泰高中 鍾玉鳳 #8敗

#21 鍾玉鳳 #41 洪毅婷

大同高中 許家寧 #11敗 14:00 21-19,17-21,21-19 11:30 21-14,13-21,21-15

#32 汪昱君

w/o #9敗 17:00 21-15,21-23,21-16

#22 汪昱君

大同高中 汪昱君 #10敗 14:00 #36 洪毅婷 洪毅婷

09:30 24-22,20-22,22-20 #43 8-21,21-16,24-22

高市新莊 洪毅婷 #28敗 14:00

大同高中 宋碩芸 #40敗

合庫豐原 江品悅 #4敗

#23 江品悅

后綜高中 夏禎旎 #17敗 14:00 21-19,21-14

#33 陳千禾 第四名

新豐高中 郭子綺 #3敗 17:00 21-13,21-16 #46 陳肅諭

#24 陳千禾 09:40 21-12,21-19

新豐高中 陳千禾 #16敗 14:30 21-16,22-20 #37 胡綾芳

09:30 21-10,21-12

高雄中學 胡綾芳 #29敗

極限東泰高中 林書淳 #2敗 #42 李佳馨  

#25 張莘平 11:30 21-16,21-17

高雄中學 張莘平 #15敗 14:30 21-16,21-13

#34 彭莉庭 #47 陳肅諭第二,三名

育成高中 陳姿允 #1敗 17:00 22-20,21-19 #44 陳肅諭 11:40 21-12,21-11

#26 彭莉庭 14:00 23-25,21-17,21-17

大同高中 彭莉庭 #14敗 14:30 21-11,21-11 #38 李佳馨
09:30 21-11,21-14

大同高中 李佳馨 #30敗

松山高中 陳肅諭 #39敗

高市新莊 梁庭瑜 #45敗

 

敗部



日期 4/8 4/8 4/9 4/10
能仁家商 楊明哲

[1] 能仁家商 柏禮維 1

西苑高中 簡宏儒 #4 楊/柏

后綜高中 林永晟 2 16:00 21-8,21-13

高雄中學 張庭愷 #11 楊/柏

[3/4] 高雄中學 王學謙 3 12:00 21-12,21-12

高雄中學 徐永鋒 #5 鄭/吳

高雄中學 麻宸瑋 4 16:00 17-21,21-18,21-12

能仁家商 鄭秉弘 #1 鄭/吳

能仁家商 吳沅錚 5 12:30 21-18,21-17

新豐高中 陳正益 #17 楊/柏 第一名

新豐高中 李昀瑾 6 10:20 19-21,21-16,21-14

亞柏日香竹山 張瀞元 #2 陳/李

[5/8] 亞柏日香竹山 蕭政耀 7 12:30 18-21,21-13,21-12

斗南高中 李芳任 #6 李/李

[3/4] 斗南高中 李芳至 8 16:00 21-12,21-17

新豐高中 盧明哲  

高雄中學 廖俊堯 9 #12 林/洪

西苑高中 陳岳鴻 #3 盧/廖 12:00 21-18,21-17

西苑高中 溫勝凱 10 12:30 21-14,21-17

西苑高中 林鈺峰 #7 林/洪

[2] 西苑高中 洪梓瑋 11 16:00 21-17,17-21,21-15

  

日期 4/9 4/9 4/9 4/10 4/10

亞柏日香竹山 張瀞元

亞柏日香竹山 蕭政耀 #2敗

高雄中學 張庭愷 #8 張/王

高雄中學 王學謙 #5敗 10:00 21-10,21-12

西苑高中 陳岳鴻 #13 簡/林

西苑高中 溫勝凱 #3敗 12:00 21-19,21-19

西苑高中 簡宏儒 #9 簡/林

后綜高中 林永晟 #4敗 10:00 20-22,21-14,21-16 #15 簡/林

斗南高中 李芳任 14:30 21-19,15-21,21-11

斗南高中 李芳至 #12敗

高雄中學 徐永鋒

高雄中學 麻宸瑋 #1敗 #18 簡/林

新豐高中 陳正益 #10 陳/李 10:20 21-8,21-17

新豐高中 李昀瑾 #6敗 10:00 21-11,22-20

新豐高中 盧明哲 #14 盧/廖

高雄中學 廖俊堯 #7敗 12:00 21-18,21-13 #19 林/洪 第二、三名

能仁家商 鄭秉弘 #16 鄭/吳 12:20 21-14,21-14

能仁家商 吳沅錚 #11敗 14:30 21-17,23-21

西苑高中 林鈺峰

西苑高中 洪梓瑋 #17敗

 

敗部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三、(U19) 男生雙打 : 11 組，19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名備取 )



日期 4/8 4/8 4/9 4/10
大同高中 陳菀婷

[1] 大同高中 周士君 1
松山高中 蔡念岑 #7 陳/周

 松山高中 劉曦霞 2 13:00 21-15,21-13

新豐高中 蘇娉儀 #1 蘇/張

新豐高中 張雯媛 3 10:30 21-16,21-18  

高市新莊 葉容慈 #17 陳/周

[3/4] 高市新莊 戴暐玲 4 12:30 21-19,21-15

新豐高中 張昕慧 #2 張/劉

新豐高中 劉子熙 5 10:30 21-17,23-21

新豐高中 羅珮慈 #8 張/劉

 新豐高中 張育瑄 6 13:00 21-16,22-20

育成高中 陳佳欣 #3 羅/張

育成高中 劉雅綺 7 10:30 21-15,21-8

大同高中 何欣諭 #23 趙/江 第一名

大同高中 陳姵佑 8 11:00 21-16,18-21,21-12

新豐高中 蔡欣佑 #4 蔡/潘

[5/8] 新豐高中 潘姿瑾 9 11:00 23-21,21-16

極限東泰高中 劉巧芸 #9 蔡/潘

極限東泰高中 吳俞辰 10 13:00 21-12,21-23,21-17

高雄中學 謝沛珊 #5 謝/李

[3/4] 高雄中學 李芷蓁 11 11:00 21-14,19-21,21-14

后綜高中 葉芝妤 #18 趙/江

后綜高中 林瑋潔 12 12:30 21-23,21-16,21-16

育成高中 陳雅婷 #6 陳/高

 育成高中 高姿筠 13 11:00 21-15,10-21,21-15

大同高中 趙品淇 #10 趙/江

[2] 大同高中 江亞庭 14 13:00 21-19,21-11

敗部 日期 4/8 4/9 4/9 4/9 4/10 4/10

大同高中 何欣諭
大同高中 陳姵佑 #4敗
極限東泰高中 劉巧芸 #11 劉/吳
極限東泰高中 吳俞辰 #5敗 13:30 21-18,21-14

育成高中 陳雅婷 #13 劉/吳
育成高中 高姿筠 #10敗 10:30 21-10,21-16

后綜高中 葉芝妤 #19 謝/李
后綜高中 林瑋潔 #6敗 12:30 8-21,21-18,21-16

高雄中學 謝沛珊 #14 謝/李 #21 張/劉
高雄中學 李芷蓁 #9敗 10:30 21-14,21-12 15:00 6-21,21-17
新豐高中 張昕慧
新豐高中 劉子熙 #17敗
高市新莊 葉容慈
高市新莊 戴暐玲 #2敗
育成高中 陳佳欣 #12 葉/戴 #24 葉/戴
育成高中 劉雅綺 #3敗 13:30 21-12,21-14 11:00 21-16,21-11

新豐高中 蘇娉儀 #15 葉/戴
新豐高中 張雯媛 #7敗 10:30 21-15,21-11

松山高中 蔡念岑 #20 葉/戴 第二、三名
松山高中 劉曦霞 #1敗 12:30 21-16,21-13 #25 陳/周

新豐高中 羅珮慈 #16 羅/張 12:20 21-15,17-21,22-20  
新豐高中 張育瑄 #8敗 10:30 21-16,21-19 #22 葉/戴
新豐高中 蔡欣佑 15:00 21-18,21-19

新豐高中 潘姿瑾 #18敗
大同高中 陳菀婷
大同高中 周士君 #23敗

 

四、(U19) 女生雙打 : 14 組， 25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名備取 )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時間：104年4月8日至4月10日            地點：維農羽球館

 

名次

項目

呂家弘 陳俊維 熊紹邦 陳俊成

高雄中學 治平高中 西苑高中 高雄中學

許玟琪 陳肅諭 梁庭瑜 洪毅婷

大同高中 松山高中 高市新莊 高市新莊

楊明哲 林鈺峰 簡宏儒

柏禮維 洪梓瑋 林永晟

能仁家商 西苑高中 西苑高中/后綜高中

趙品淇 陳菀婷 葉容慈

江亞庭 周士君 戴暐玲

大同高中 大同高中 高市新莊

 

(U19)

女生雙打

第一、二名

正取

第三名備取

(U19)

男生單打

第一、二名

正取

第三、四名

備取

(U19)

女生單打

第一、二名

正取

第三、四名

備取

(U19)

男生雙打

第一、二名

正取

第三名備取

                2015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4年1月28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40002864號函核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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