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男子單打 21 人 9 輪 39 場

男子雙打 10 組 7 輪 17 場

女子單打 26 人 9 輪 49 場

女子雙打 12 組 8 輪 21 場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5年5月13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50013660號函核准

時間：105年8月19日(五)至8月21日(日)            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報名人數及場數統計表

參加人(組)數 輪次 場數 合計

126 場

使用 時間、場地 統計表

日期
8/19 8/20 8/21

(五) (六) (日)

預估使用時間

09:00 09:00 09:00

↓ ↓ ↓

18:00 18:00 13:30

使用場地
4 4 2

面 面 面

合計場次 126 場

場次
60 54 12

場 場 場



日期：105年8月19日 (五) 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1 男單#2 男單#3 男單#4

09:30 男單#5 女單#1 女單#2 女單#3

10:00 女單#4 女單#5 女單#6 女單#7

10:30 女單#8 女單#9 女單#10 男單#6

11:00 男單#7 男單#8 男單#9 男單#10

11:30 男單#11 男單#12 男單#13 女單#11

12:00 女單#12 女單#13 女單#14 女單#15

12:30 女單#16 女單#17 女單#18 女單#19

13:00 女單#20 女雙#1 女雙#2 女雙#3

13:30 女雙#4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14:00 男單#17 男單#18 男雙#1 男雙#2

14:30 女單#21 女單#22 女單#23 女單#24

15:00 女單#25 女單#26 女單#27 女單#28

15:30 女單#29 女單#30 女單#31 女單#32

16:00 女雙#5 女雙#6 女雙#7 女雙#8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  地  分  配  表

1   ~   4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  地  分  配  表

日期：105年8月20日 (六) 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19 男單#20 男單#21 男單#22

09:30 男單#23 男單#24 男單#25 男單#26

10:00 男雙#3 男雙#4 男雙#5 男雙#6

10:30 女單#33 女單#34 女單#35 女單#36

11:00 女雙#9 女雙#10 女雙#11 女雙#12

11:30 男單#27 男單#28 男單#29 男單#30

12:00 男雙#7 男雙#8 女單#41 女單#42

12:30 女雙#13 女雙#14 女雙#15 女雙#16

13:00 女單#37 女單#38 女單#39 女單#40

13:30 男單#31 男單#32 男單#33 男單#34

14:00 男雙#9 男雙#10 男雙#11 男雙#12

14:30 女單#43 女單#44

15:00 男單#35 男單#36

15:30 男雙#13 男雙#14

16:00 女雙#17 女雙#18 女單#45 女單#46

日期：105年8月21日 (日) 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37 男單#38

09:40 男雙#15 男雙#16

10:20 女單#47 女單#48

11:00 女雙#19 女雙#20

12:00 男單#39 男雙#17

12:40 女單#49 女雙#21

 

1   ~   4

1  ~  2   



日期 8/19 8/19 8/20 8/20 8/21

[1] 能仁家商 李佳豪 1

#6 孫晨淯

新豐高中 蕭聖傑 2 10:30

#1 孫晨淯

高市新莊 孫晨淯 3 09:00 21-12,22-20 #23 陳孝承

09:30 16-21,21-10,21-15

[5/8] 亞柏雄中 陳孝承 4

#7 陳孝承

新豐高中 洪龍斌 5 11:00 21-13,21-17

#33 陳孝承

[3/4] 亞柏雄中 陳紀廷 6 13:30 21-10,21-12

 #8 陳紀廷

國體大 李韋頡 7 11:00 21-10,21-11

#2 李韋頡

合庫后綜 楊定周 8 09:00 w/o #24 林俊易

09:30 21-16,15-21,21-12

[5/8] 枋寮高中 林俊易 9

#9 林俊易

市立大同 陳敬崴 10 11:00 21-17,21-13

#37 陳孝承 第一名

市立大同 朱柏印 11 09:00 21-14,21-15

#3 朱柏印

竹崎高中 陳于昌 12 09:00 21-12,21-12

 #10 吳丞恩

[5/8] 亞柏日香竹山 吳丞恩 13 11:00 21-13,21-18

#25 吳丞恩

新豐高中 黃大維 14 09:30 21-16,21-19

#11 黃大維

[3/4] 能仁家商 胡筌恩 15 11:30 21-18,14-21,21-19

#34 蘇力揚

市立大同 蘇力揚 16 13:30 21-19,21-18

#4 蘇力揚

亞柏雄中 陳羿仲 17 09:00 21-13,24-22

 #12 蘇力揚

[5/8] 枋寮高中 黃品銜 18 11:30 21-17,21-17

亞柏雄中 李沃叡 19 #26 蘇力揚

#5 李沃叡 09:30 21-15,21-4

治平高中 陳彥準 20 09:30 21-19,21-17

#13 李沃叡

[2] 能仁家商 梁華竣 21 11:30 21-13,14-21,21-13

一、男子單打 : 21 人， 39 場    ( 第一名正選 ， 第二、三名備選 )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一、男子單打 : 21 人， 39 場    ( 第一名正選 ， 第二、三名備選 )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8/19 8/20 8/20 8/20 8/20 8/21 8/21

市立大同 陳敬崴 #9敗  

#19 陳敬崴

竹崎高中 陳于昌 #3敗 09:00 21-16,21-9

#14 洪龍斌

新豐高中 洪龍斌 #7敗 13:30 21-10,21-13 #27 陳敬崴

11:30 21-12,18-21,21-18

亞柏雄中 李沃叡 #26敗

亞柏雄中 陳羿仲 #4敗

#15 陳羿仲 #31 陳彥準

國體大 李韋頡 #8敗 13:30 21-15,22-20 13:30 21-14,21-14

#20 陳彥準

治平高中 陳彥準 #5敗 09:00 19-21,21-14,23-21

#16 陳彥準

Bye #6敗 13:30 #28 陳彥準 #35 林俊易

11:30 21-18,26-24 15:00 21-15,21-12

新豐高中 黃大維 #25敗   

 

枋寮高中 林俊易 #33敗

市立大同 朱柏印 #10敗

#17 朱柏印

新豐高中 蕭聖傑 #1敗 14:00 19-21,21-15,21-14  

 #21 黃品銜 第四名

枋寮高中 黃品銜 #12敗 09:00 21-15,19-21,22-20 陳紀廷 #38 陳紀廷

#29 21-17,21-7 09:00 21-11,21-14

亞柏雄中 陳紀廷 #24敗 11:30

Bye #2敗  

#18 胡筌恩 #32 陳紀廷 第二,三名

能仁家商 胡筌恩 #11敗 14:00 13:30 21-12,21-9 #39 陳紀廷

#22 胡筌恩 12:00 21-19,21-7

能仁家商 梁華竣 #13敗 09:00 21-10,21-10

#30 胡筌恩 #36 陳紀廷

高市新莊 孫晨淯 #23敗 11:30 19-21,21-13,21-19 15:00 21-10,21-7

亞柏日香竹山 吳丞恩 #34敗

市立大同 蘇力揚 #37敗

 

敗部



日期 8/19 8/20 8/20 8/21

市立大同 林聖傑

[1] 市立大同 盧 震 1

合庫松高 陳雨杉 #3 林/盧

合庫松高 李柏辰 2 10:00 21-16,21-12

亞柏雄中 王俊翔 #11 林/盧

[3/4] 亞柏雄中 蔡昀叡 3 14:00 23-21,21-16

能仁家商 梁峻評 #4 梁/陳

新豐高中 陳正益 4 10:00 21-18,21-14

治平高中 李崇維 #1 梁/陳

治平高中 吳三峻 5 14:00 18-21,21-14,23-21

合庫后綜 林永晟 #15 蘇/葉 第一名

合庫后綜 莊樸生 6 09:40 12-21,24-22,22-20

松山高中 王志騰 #2 王/唐

唐凱威 7 14:00 18-21,21-19,21-16

市立大同 蘇力瑋 #5 蘇/葉

[3/4] 市立大同 葉宏蔚 8 10:00 21-17,21-18

西苑極限土銀 陳旻鑫 #12 蘇/葉

合庫松山 陳信遠 9 14:00 21-8,21-17

新豐高中 楊駿献 #6 陳/陳

[2] 新豐高中 盧明哲 10 10:00 21-16,21-19

 

敗部 日期 8/20 8/20 8/20 8/21 8/21

西苑極限土銀 陳旻鑫

合庫松山 陳信遠 #12敗  

合庫松高 陳雨杉 #13 陳/陳

合庫松高 李柏辰 #3敗  15:30 17-21,21-17,21-19

亞柏雄中 王俊翔 #9 林/莊

亞柏雄中 蔡昀叡 #4敗 14:00 21-19,22-20

合庫后綜 林永晟 #7 林/莊  

合庫后綜 莊樸生 #2敗 12:00 21-17,21-13  

治平高中 李崇維 #16 陳/陳

治平高中 吳三峻 #1敗 09:40 22-20,26-24

松山高中 王志騰 #8 王/唐  

唐凱威 #5敗 12:00 21-17,21-13  第二、三 名

新豐高中 楊駿献 #10 楊/盧 #17 林/盧

新豐高中 盧明哲 #6敗 14:00 22-20,21-19 12:00 21-14,22-20

能仁家商 梁峻評 #14 楊/盧  

新豐高中 陳正益 #11敗 15:30 20-22,21-17,21-11

市立大同 林聖傑

市立大同 盧 震 #15敗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二、男子雙打 : 10組，17 場  ( 第一名正選 ， 第二、三名備選 )



日期 8/19 8/19 8/19 8/20 8/21

 

[1] 市立大同 周士君 1

#11 周士君

松山高中 游 婕 2 11:30 21-16,21-16

#1 游 婕

亞柏雄中 陳眉君 3 09:30 21-11,18-21,21-12 #29 周士君

15:30 21-11,21-12

[5/8] 育成高中 陳姿允 4

 #12 林思雲

東泰高中 葉思柔 5 12:00 15-21,21-12,21-17

#2 林思雲

亞柏雄中 林思雲 6 09:30 21-15,22-20

#41 周士君

[3/4] 市立大同 林湘緹 7 12:00 21-14,21-13

 #13 林湘緹

竹崎高中 林佳慧 8 12:00 21-19,21-10

#3 詹子萱

育成高中 詹子萱 9 09:30 22-20,21-12

 #30 汪昱君

[5/8] 市立大同 黃映瑄 10 15:30 21-16,7-21,21-14

#4 黃映瑄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11 10:00 21-10,21-12

 #14 汪昱君

合庫后綜 廖芳翎 12 12:00 19-21,21-18,24-22

#5 汪昱君

市立大同 汪昱君 13 10:00 21-18,24-22

#47 周士君 第一名

市立大同 郭晏綺 14 10:20 18-21,21-16,21-13

#6 郭晏綺

合庫后綜 高絃栯 15 10:00 21-12,21-13

 #15 梁庭瑜

新豐高中 郭子綺 16 12:00 21-17,21-17

#7 梁庭瑜  

[5/8] 左營高中 梁庭瑜 17 10:00 17-21,21-15,21-12

 #31 梁庭瑜

市立大同 謝羽盈 18 15:30 21-12,21-10

#8 謝羽盈

新豐高中 李卉仙 19 10:30 21-10,22-24,21-18

 #16 謝羽盈

[3/4] 亞柏雄中 張莘平 20 12:30 21-16,12-21,21-9

#42 梁庭瑜

合庫后綜 楊凱雯 21 12:00 21-14,17-21,21-19

#9 許家寧

市立大同 許家寧 22 10:30 21-9,21-12

 #17 林芝昀

[5/8] 亞柏雄中 林芝昀 23 12:30 21-23,21-15,21-18

 

左營高中 邱品蒨 24 #32 賴怡婷

#10 彭莉庭 15:30 21-8,21-15

市立大同 彭莉庭 25 10:30 21-19,21-12

#18 賴怡婷

[2] 台電松高 賴怡婷 26 12:30 21-11,19-21,21-11

三、女子單打 : 26 人， 49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三、女子單打 : 26 人， 49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8/19 8/19 8/20 8/20 8/20 8/20 8/21 8/21

東泰高中 葉思柔 #2敗  

#21 葉思柔

市立大同 黃映瑄 #14敗 14:30 21-17,21-19

#33 游 婕

竹崎高中 林佳慧 #3敗 10:30 21-13,21-15

#22 游 婕  

松山高中 游 婕 #11敗 14:30 21-8,21-7 #37 林芝昀

13:00 21-19,21-11

亞柏雄中 林芝昀 #32敗

 

育成高中 陳姿允 #12敗  

#23 陳姿允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4敗 14:30 21-11,19-21,21-11 #43 林芝昀

#19 蔡欣蓓 14:30 18-21,21-16,21-11

合庫后綜 廖芳翎 #5敗 12:30 21-16,21-17 #34 陳姿允    

10:30 19-21,21-7,21-11  

亞柏雄中 陳眉君 #1敗 #45 林芝昀

#24 詹子萱 16:00 21-12,17-21,21-18

育成高中 詹子萱 #13敗 14:30 11-21,21-17,21-18 #38 謝羽盈  

13:00 22-20,21-11

市立大同 謝羽盈 #31敗

 

市立大同 汪昱君 #41敗

第四名 林芝昀

新豐高中 李卉仙 #8敗 #48 21-8,21-14

#25 彭莉庭 10:20

市立大同 彭莉庭 #18敗 15:00 21-11,21-14

合庫后綜 高絃栯 #6敗 #35 彭莉庭  

#20 高絃栯 10:30 21-9,21-11

新豐高中 郭子綺 #7敗 13:00 16-21,21-12,21-19  #49 梁庭瑜 第二,三名

#26 高絃栯 #39 林思雲 12:40 21-23,21-12,23-21

市立大同 許家寧 #17敗 15:00 19-21,21-17,21-15 13:00 16-21,21-18,23-21

亞柏雄中 林思雲 #29敗

#44 林湘緹

合庫后綜 楊凱雯 #9敗 14:30 21-17,21-15

#27 郭晏綺

市立大同 郭晏綺 #15敗 15:00 21-9,21-8

#36 張莘平

左營高中 邱品蒨 #10敗 10:30 21-19,22-24,21-15 #46 林湘緹

#28 張莘平 16:00 15-21,21-19,21-18

亞柏雄中 張莘平 #16敗 15:00 21-16,14-21,21-7 #40 林湘緹  

13:00 21-5,19-21,21-15  

市立大同 林湘緹 #30敗  

台電松高 賴怡婷 #42敗

左營高中 梁庭瑜 #47敗

 

敗部



日期 8/19 8/19 8/20 8/21

 市立大同 李子晴

[1] 市立大同 鄧淳薰 1

左營高中 李怡靜 #5 胡/李

左營高中 林家戎 2 16:00 12-21,24-22,21-12

亞柏雄中 胡綾芳 #1 胡/李

亞柏雄中 李芷蓁 3 13:00 21-12,21-14 #15 胡/李

治平高中 汪郁喬  12:30 21-14,21-9

[3/4] 治平高中 羅錦雯 4  

市立大同 林子湞  #6 汪/羅

市立大同 吳燕如 5  16:00 25-23,12-21,23-21

亞柏雄中 洪恩慈 #2 洪/張

新豐高中 張昕慧 6 13:00 21-17,21-14

市立大同 林子湞 #19 胡/李 第一名

市立大同 吳燕如 7 11:00 21-17,21-16

合庫后綜 簡思榕 #3 簡/葉

合庫后綜 葉芝妤 8 13:00 21-12,15-21,21-7

治平高中 郭馨云  #7 簡/葉

[3/4] 治平高中 曹淑英 9  16:00 21-9,19-21,21-16

亞柏雄中 梁家溦

亞柏雄中 鄭育沛 10 #16 羅/張

治平高中 謝宛婷 #4 梁/鄭 12:30 22-20,21-11

治平高中 林詹芸 11 13:30 21-16,21-13

新豐高中 羅珮慈 #8 羅/張

[2] 新豐高中 張育瑄 12 16:00 21-18,21-13

日期 8/20 8/20 8/20 8/21 8/21

左營高中 李怡靜

左營高中 林家戎 #1敗  

亞柏雄中 梁家溦 #9 李/林  

亞柏雄中 鄭育沛 #8敗 11:00 21-11,21-11   

市立大同 林子湞 #13 李/林

市立大同 吳燕如 #2敗 12:30 21-17,21-13

治平高中 郭馨云 #10 林/吳

治平高中 曹淑英 #7敗 11:00 21-8,22-20 #17 李/林

治平高中 汪郁喬 16:00 15-21,21-19,21-15

治平高中 羅錦雯 #15敗

市立大同 林子湞

市立大同 吳燕如 #3敗  

亞柏雄中 洪恩慈 #11 洪/張 #20 簡/葉

新豐高中 張昕慧 #6敗 11:00 21-13,21-15 11:00 21-15,21-12

治平高中 謝宛婷 #14 謝/林

治平高中 林詹芸 #4敗 12:30 21-19,21-15  

市立大同 李子晴 #12 謝/林 第二、三名

市立大同 鄧淳薰 #5敗 11:00 9-13(傷) #18 簡/葉 #21 簡/葉

合庫后綜 簡思榕 16:00 21-15,21-16 12:40 21-13,20-22,21-18

合庫后綜 葉芝妤 #16敗  

新豐高中 羅珮慈

新豐高中 張育瑄 #19敗

 

四、女子雙打 : 12 組， 21 場    ( 第一名正選 ， 第二、三名備選 )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敗部



 

名次

項目

亞柏雄中 亞柏雄中 市立大同 第一名正選

陳孝承 陳紀廷 蘇力揚 第二、三名備選

市立大同 市立大同 西苑極限土銀

市立大同 市立大同 合庫松山 第一名正選

蘇力瑋 林聖傑 陳旻鑫 第二、三名備選

葉宏蔚 盧 震 陳信遠

市立大同 左營高中 亞柏雄中 市立大同 第一、二名正選

周士君 梁庭瑜 林芝昀 林湘緹 第三、四名備選

亞柏雄中 合庫后綜 新豐高中

亞柏雄中 合庫后綜 新豐高中 第一名正選

胡綾芳 簡思榕 羅珮慈 第二、三名備選

李芷蓁 葉芝妤 張育瑄

                 2016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5年5月13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50013660號函核准

時間：105 年 8 月 19 日(五) 至 8 月 21日(日)

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備 註

女子雙打

男子單打

男子雙打

女子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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