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U17 男子單打 20 人 9 輪 37 場

U17 男子雙打 14 組 7 輪 25 場

U17 女子單打 11 人 7 輪 19 場

U17 女子雙打 10 組 7 輪 17 場

U15 男子單打 20 人 9 輪 37 場

U15 男子雙打 13 組 7 輪 23 場

U15 女子單打 17 人 9 輪 31 場

U15 女子雙打 18 組 9 輪 33 場

使用 時間、場地 統計表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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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13658號函核准

時間：105年7月29日(五)至7月31日(日)                 地點：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報名人數及場數統計表

參加人(組)數 輪次 場數 合計

222 場

日期
7/29 7/30 7/31

(五) (六) (日)

預估使用時間

08:00 08:00 08:00

↓ ↓ ↓

18:00 18:00 16:30

場

使用場地
6 6 2

場 場

合計場次 222 場

面 面 面

場次
102 96 24



日期：105年7月29日 (五) 地點：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8:00 U17男單#1 U17男單#2 U17男單#3 U17男單#4 U15男單#1 U15男單#2

08:30 U15男單#3 U15男單#4 U15女單#1 U15女雙#1 U15女雙#2 U17男單#5

09:00 U17男單#6 U17男單#7 U17男單#8 U17男單#9 U17男單#10 U17男單#11

09:30 U17男單#12 U15男單#5 U15男單#6 U15男單#7 U15男單#8 U15男單#9

10:00 U15男單#10 U15男單#11 U15男單#12 U15女單#2 U15女單#3 U15女單#4

10:30 U15女單#5 U15女單#6 U15女單#7 U15女單#8 U15女單#9 U15女雙#3

11:00 U15女雙#4 U15女雙#5 U15女雙#6 U15女雙#7 U15女雙#8 U15女雙#10

11:30 U15女雙#9 U17男單#13 U17男單#14 U17男單#15 U17男單#16 U15男單#13

12:00 U15男單#14 U15男單#15 U15男單#16 U15女單#10 U15女雙#11 U15女雙#12

12:30 U17男雙#1 U17男雙#2 U17男雙#3 U17男雙#4 U17男雙#5 U17男雙#6

13:00 U17女單#1 U17女單#2 U17女單#3 U17女雙#1 U17女雙#2 U15男雙#1

13:30 U15男雙#2 U15男雙#3 U15男雙#4 U15男雙#5 U17男單#17 U17男單#18

14:00 U17男單#19 U17男單#20 U17男單#21 U17男單#22 U17男單#23 U17男單#24

14:30 U15男單#17 U15男單#18 U15男單#19 U15男單#20 U15男單#21 U15男單#22

15:00 U15男單#23 U15男單#24 U15女單#11 U15女單#12 U15女單#13 U15女單#14

15:30 U15女單#15 U15女單#16 U15女單#17 U15女單#18 U15女雙#13 U15女雙#14

16:00 U15女雙#15 U15女雙#16 U15女雙#17 U15女雙#18 U15女雙#19 U15女雙#20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    地    分    配    表

1    ~     6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    地    分    配    表

日期：105年7月30日 (六) 地點：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8:00 U17男單#25 U17男單#26 U17男單#27 U17男單#28 U17男雙#7 U17男雙#8

08:30 U17男雙#9 U17男雙#10 U17男雙#11 U17男雙#12 U17女單#4 U17女單#5

09:00 U17女單#6 U17女單#7 U17女雙#3 U17女雙#4 U17女雙#5 U17女雙#6

09:30 U15男單#25 U15男單#26 U15男單#27 U15男單#28 U15男雙#6 U15男雙#7

10:00 U15男雙#8 U15男雙#9 U15男雙#10 U15女單#19 U15女單#20 U15女單#21

10:30 U15女單#22 U15女雙#21 U15女雙#22 U15女雙#23 U15女雙#24 U17男單#29

11:00 U17男單#30 U17男單#31 U17男單#32 U17男雙#13 U17男雙#14 U17男雙#15

11:30 U17男雙#16 U17女單#8 U17女單#9 U17女單#10 U17女雙#7 U17女雙#8

12:00 U15男單#29 U15男單#30 U15男單#31 U15男單#32 U15男雙#11 U15男雙#12

12:30 U15男雙#13 U15男雙#14 U15女單#23 U15女單#24 U15女單#25 U15女單#26

13:00 U15女雙#25 U15女雙#26 U15女雙#27 U15女雙#28 U17男單#33 U17男單#34

13:30 U17男雙#17 U17男雙#18 U17男雙#19 U17男雙#20 U17女單#11 U17女單#12

14:00 U17女單#13 U17女單#14 U17女雙#9 U17女雙#10 U17女雙#11 U17女雙#12

14:30 U15男單#33 U15男單#34 U15男雙#15 U15男雙#16 U15男雙#17 U15男雙#18

15:00 U15女單#27 U15女單#28 U15女雙#29 U15女雙#30 U17男雙#21 U17男雙#22

15:30 U17女單#15 U17女單#16 U17女雙#13 U17女雙#14

16:00 U15男雙#19 U15男雙#20

1    ~     6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場    地    分    配    表

日期：105年7月31日 (日) 地點：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8:00 U17男單#35 U17男單#36

08:40 U17男雙#23 U17男雙#24

09:20 U17女單#17 U17女單#18

10:00 U17女雙#15 U17女雙#16

10:40 U15男單#35 U15男單#36

11:20 U15男雙#21 U15男雙#22

12:00 U15女單#29 U15女單#30

12:40 U15女雙#31 U15女雙#32

13:20 U17男單#37 U17男雙#25

14:00 U17女單#19 U17女雙#17

14:40 U15男單#37 U15男雙#23

15:20 U15女單#31 U15女雙#33

 

    1 ~  2



日期 7/29 7/29 7/29 7/30 7/31

[1] 亞柏雄中 陳孝承 1

#5 陳孝承

高市新莊 孫晨淯 2 08:30 21-10,21-13

#21 陳孝承

[5/8] 大同高中 江振華 3 14:00 21-14,21-11

#6 江振華

西苑極限土銀 呂易軒 4 09:00 21-19,21-17

#1 李沃叡

亞柏雄中 李沃叡 5 08:00 21-10,21-9

#31 陳孝承

[3/4] 大同百齡 游盛博 6 11:00 21-11,21-12

#7 游盛博

能仁家商 羅景謙 7 09:00 21-19,21-12

#22 蘇力揚

[5/8] 亞柏日香竹山 莊駿昌 8 14:00 12-21,21-5,21-14

#8 蘇力揚

亞柏基中 葉鈞彰 9 09:00 21-16,21-15

#2 蘇力揚

大同高中 蘇力揚 10 08:00 21-10,21-10

#35 陳孝承 第一名

亞柏基中 吳國和 11 08:00 21-11,21-18

#3 吳國和  

西螺國中 高浩清 12 08:00 21-11,21-12

#9 吳國和

[5/8] 大同百齡 江建葦 13 09:00 21-16,21-19

#23 吳國和

西苑極限土銀 陳建州 14 14:00 21-15,23-21

#10 楊 洋

[3/4] 大同百齡 楊 洋 15 09:00 21-13,21-12

#32 吳丞恩  

淡水國中 楊文睿 16 11:00 21-14,21-15

#4 羅哲誼

西苑極限土銀 羅哲誼 17 08:00 21-14,21-14

#11 朱翔逸  

[5/8] 亞柏雄中 朱翔逸 18 09:00 21-14,21-16

#24 吳丞恩

大同高中 朱柏印 19 14:00 21-16,21-19

#12 吳丞恩

[2] 亞柏日香竹山 吳丞恩 20 09:30 21-11,21-19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一、(U17) 男子單打 : 20 人， 37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一、(U17) 男子單打 : 20 人， 37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日期 7/29 7/29 7/30 7/30 7/30 7/31 7/31

大同百齡 江建葦 #9敗

#17 羅景謙

西苑極限土銀 呂易軒 #1敗 13:30 21-19,21-18

#13 羅景謙 #25 朱翔逸

能仁家商 羅景謙 #7敗 11:30 21-11,21-16 08:00 21-16,21-14

亞柏雄中 朱翔逸 #24敗

#29 楊 洋

西苑極限土銀 羅哲誼 #11敗 10:30 21-18,21-14

#18 李沃叡

亞柏基中 葉鈞彰 #2敗 13:30 21-18,15-21,21-13

#14 李沃叡 #33 蘇力揚

亞柏雄中 李沃叡 #6敗 11:30 21-12,21-14 #26 楊 洋 13:00 22-20,21-15

08:00 21-16,15-21,21-17

大同百齡 楊 洋 #23敗

大同高中 蘇力揚 #31敗

西螺國中 高浩清 #3敗 第四名 #36 蘇力揚

#15 孫晨淯  08:00 15-21,21-14,21-13

高市新莊 孫晨淯 #5敗 11:30 21-11,21-14  

#19 孫晨淯

大同高中 朱柏印 #12敗 14:00 14-21,21-13,21-19

#27 孫晨淯

大同百齡 游盛博 #22敗 08:00 21-14,21-16

第二,三名

淡水國中 楊文睿 #4敗  #37 蘇力揚

#16 莊駿昌 #30 孫晨淯  13:20 21-17,21-17

亞柏日香竹山 莊駿昌 #8敗 11:30 21-16,21-18 11:00 21-17,21-12

#20 陳建州

西苑極限土銀 陳建州 #10敗 14:00 21-14,21-16

#28 江振華 #34 孫晨淯

大同高中 江振華 #21敗 08:00 21-17,19-21,25-23 13:00 21-7,21-13

亞柏基中 吳國和 #32敗

亞柏日香竹山 吳丞恩 #35敗

 

敗部



日期 7/29 7/30 7/30 7/31

合庫豐原國中 鄭恩霖

[1] 合庫豐原國中 周政寬 1

亞柏雄中 張昊曌 #7 張/陳

 亞柏雄中 陳羿仲 2 08:00 21-16,21-10

西苑極限土銀 呂植惟 #1 張/陳

西苑極限土銀 鄭凱文 3 12:30 21-19,21-13

能仁家商 朱俊德 #17 張/陳

[3/4] 能仁家商 陳效哲 4 13:30 21-15,21-18

大同百齡 蘇力瑋 #2 蘇/吳

大同百齡 吳宗擇 5 12:30 21-14,21-15

大同百齡 邱郁閎 #8 蘇/吳

 大同百齡 許庭偉 6 08:00 21-13,18-21,21-14

西苑極限土銀 杜泓霆 #3 邱/許

西苑極限土銀 陳冠翔 7 12:30 21-11,21-13

合庫松高 許正其 #23 李/蘇 第一名

合庫松高 方柏淳 8 08:40 21-16,21-17

治平高中 吳中力 #4 許/方

 邱 玓 9 12:30 19-21,21-18,21-16

西苑極限土銀 曾名造 #9 許/方

西苑極限土銀 林睿彬 10 08:30 21-18,23-21

亞柏雄中 吳嘉翔 #5 吳/趙

[3/4] 亞柏雄中 趙 磊 11 12:30 21-11,21-8

合庫松高 李柏辰 #18 李/蘇

合庫松高 蘇柏瑋 12 13:30 21-11,21-18

亞柏日香竹山 張家耀 #6 李/蘇

 大灣高中 李峻賢 13 12:30 21-11,21-19

亞柏雄中 胡晧翔 #10 李/蘇

[2] 亞柏雄中 劉家愷 14 08:30 21-14,11-21,21-14

  

二、(U17) 男子雙打 : 14 組，25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二、(U17) 男子雙打 : 14 組，25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7/30 7/30 7/30 7/30 7/31 7/31

合庫松高 許正其

合庫松高 方柏淳 #18敗

亞柏日香竹山 張家耀

大灣高中 李峻賢 #6敗

大同百齡 邱郁閎 #13 邱/許 #21 許/方

大同百齡 許庭偉 #8敗 11:00 21-15,21-19 15:00 21-19,21-18

治平高中 吳中力

邱 玓 #4敗 #19 邱/許

西苑極限土銀 杜泓霆 #11 杜/陳 13:30 21-12,21-13

西苑極限土銀 陳冠翔 #3敗 08:30 21-11,22-20

合庫豐原國中 鄭恩霖 #14 杜/陳

合庫豐原國中 周政寬 #7敗 11:00 16-21,21-10,21-11   

亞柏雄中 胡晧翔 #24 蘇/吳

亞柏雄中 劉家愷 #10敗 08:40 21-13,21-14

能仁家商 朱俊德 #15

能仁家商 陳效哲 #2敗 11:00 胡/劉

西苑極限土銀 曾名造 #12 朱/陳 21-18,21-10

西苑極限土銀 林睿彬 #5敗 08:30 21-14,21-14  

西苑極限土銀 呂植惟 #20 呂/鄭 第二,三名

西苑極限土銀 鄭凱文 #1敗 13:30 17-21,21-10,21-18 #25 蘇/吳

亞柏雄中 吳嘉翔 #16 呂/鄭 13:20 21-12,21-12

亞柏雄中 趙 磊 #9敗 11:30 21-13,23-21 #22 蘇/吳

大同百齡 蘇力瑋 15:00 16-21,21-15,21-12

大同百齡 吳宗擇 #17敗

亞柏雄中 張昊曌

亞柏雄中 陳羿仲 #23敗

 

敗部



日期 7/29 7/30 7/30 7/31

[1] 大同高中 黃映瑄 1

#4 黃映瑄

亞柏雄中 洪恩慈 2 08:30 21-13,21-16

#13 黃映瑄

[3/4] 合庫后綜高中 高絃栯 3 14:00 21-16,21-7

#5 郭晏綺

治平高中 張芷俞 4 08:30 21-18,18-21,21-10

#1 郭晏綺

大同高中 郭晏綺 5 13:00 21-16,21-14

#17 黃映瑄 第一名

大同高中 吳杰蓉 6 09:20 21-19,21-4

#2 吳杰蓉

東南國中 謝心瑜 7 13:00 22-20,20-22,23-21

#6 江品悅

[3/4] 合庫豐原國中 江品悅 8 09:00 21-10,24-22

北市中山 吳亮儀 9 #14 林思雲

#3 林思雲 14:00 21-15,19-21,21-12

亞柏雄中 林思雲 10 13:00 21-10,21-12

#7 林思雲

[2] 大同高中 謝羽盈 11 09:00 21-18,9-21,21-18

日期 7/30 7/30 7/30 7/31 7/31

 

東南國中 謝心瑜 #2敗

#8 謝心瑜

合庫后綜高中 高絃栯 #5敗 11:30 21-14,19-21,21-10

#11 洪恩慈

北市中山 吳亮儀 #3敗 13:30 21-12,21-10

#9 洪恩慈

亞柏雄中 洪恩慈 #4敗 11:30 21-16,21-17 #15 洪恩慈

15:30 21-15,22-20

合庫豐原國中 江品悅 #14敗

第四名

治平高中 張芷俞 #1敗 #18 謝羽盈

#10 吳杰蓉 09:20 21-18,21-13

大同高中 吳杰蓉 #6敗 11:30 21-9,21-19

#12 謝羽盈

大同高中 謝羽盈 #7敗 13:30 21-15,21-13 #19 謝羽盈 第二、三名

#16 謝羽盈 14:00 22-20,14-21,21-11

大同高中 郭晏綺 #13敗 15:30 21-14,21-16

亞柏雄中 林思雲 #17敗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三、(U17) 女子單打 : 11 人， 19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敗部



日期 7/29 7/30 7/30 7/31

大同高中 李子晴

[1] 大同高中 鄧淳薰 1

合庫豐原國中 邱可柔 #3 李/鄧

合庫豐原國中 莊紫紝 2 09:00 21-10,21-14

治平高中 曹淑英  #11 李/鄧

 治平高中 郭馨云 3  14:00 21-6,21-6

北市中山 張珈瑄  #4 曹/郭

北市中山 江依樺 4  09:00 21-17,21-18

亞柏雄中 楊育綺 #1 張/江

亞柏雄中 江怡萱 5 13:00 21-9,21-12

合庫豐原國中 王孟琳 #15 李/鄧 第一名

合庫豐原國中 吳欣鎂 6 10:00 22-20,21-10

治平高中 汪郁喬 #2 汪/謝

治平高中 謝宛婷 7 13:00 21-13,21-12

大同高中 陳奕璇  #5 陳/孫

 大同高中 孫妏沛 8  09:00 21-19,21-11

合庫后綜高中 楊凱雯 #12 梁/鄭

合庫后綜高中 林玟汝 9 14:00 21-15,21-15

亞柏雄中 梁家溦 #6 梁/鄭

[2] 亞柏雄中 鄭育沛 10 09:00 21-9,21-13

敗部 日期 7/30 7/30 7/30 7/31 7/31

大同高中 陳奕璇

大同高中 孫妏沛 #12敗  

合庫豐原國中 邱可柔 #13 陳/孫

合庫豐原國中 莊紫紝 #3敗  15:30 21-17,21-13

北市中山 張珈瑄 #9 邱/莊

北市中山 江依樺 #4敗 14:00 11-21,21-19,21-17

合庫豐原國中 王孟琳 #7 張/江  

合庫豐原國中 吳欣鎂 #2敗 11:30 21-9,21-16  

亞柏雄中 楊育綺 #16 汪/謝

亞柏雄中 江怡萱 #1敗 10:00 21-15,22-20

治平高中 汪郁喬 #8 汪/謝  

治平高中 謝宛婷 #5敗 11:30 21-7,21-16  

合庫后綜高中 楊凱雯 #10 汪/謝 #17 梁/鄭 第二、三 名

合庫后綜高中 林玟汝 #6敗 14:00 21-11,21-10 14:00 21-15,21-13

治平高中 曹淑英 #14 汪/謝  

治平高中 郭馨云 #11敗 15:30 21-23,21-14,21-11

亞柏雄中 梁家溦

亞柏雄中 鄭育沛 #15敗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四、(U17) 女子雙打 : 10 組， 17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日期 7/29 7/29 7/29 7/30 7/31

[1] 英明國中 王柏崴 1

#5 王柏崴

大同高中 張軒齊 2 09:30 21-15,21-13

#21 王柏崴

[5/8] 合庫豐原國中 洪嘉駿 3 14:30 21-19,21-17

#6 洪嘉駿

西苑極限土銀 楊竣丞 4 09:30 19-21,21-15,21-18

#1 劉子瑜

大同高中 劉子瑜 5 08:00 21-17,19-21,21-9

#31 廖倬甫

[3/4] 台南市立大灣高中 張祐綦 6 12:00 21-13,20-22,21-18

#7 張祐綦

枋寮高中 陳培元 7 09:30 21-13,21-16

#22 廖倬甫

[5/8] 西螺國中 廖倬甫 8 14:30 21-17,21-15

#8 廖倬甫

大同高中 丁彥宸 9 09:30 21-10,21-13

#2 丁彥宸

枋寮高中 簡子恩 10 08:00 21-15,21-5

#35 廖倬甫 第一名

英明國中 易重德 11 10:40 10-21,21-18,21-16

#3 黃郁豈  

大同高中 黃郁豈 12 08:30 21-11,21-10

#9 黃郁豈

[5/8] 竹崎高中 張紘瑞 13 09:30 21-16,21-6

#23 黃郁豈

雙蓮國小 黃 鈺 14 15:00 21-18,21-15

#10 林昊禹

[3/4] 西湖國中 林昊禹 15 10:00 21-15,21-14

#32 黃郁豈  

英明國中 郭冠麟 16 12:00 21-10,21-15

#4 盧煒璿

仁德國中 盧煒璿 17 08:30 23-25,21-7,21-9

#11 張閔翔  

[5/8] 竹崎高中 張閔翔 18 10:00 21-16,16-21,21-13

#24 張閔翔

大同高中 許喆宇 19 15:00 24-26,24-22,22-20

#12 凃冠宇

[2] 光明國中 凃冠宇 20 10:00 21-14,21-18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五、(U15) 男子單打 : 20 人， 37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五、(U15) 男子單打 : 20 人， 37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日期 7/29 7/29 7/30 7/30 7/30 7/31 7/31

竹崎高中 張紘瑞 #9敗

#17 陳培元

西苑極限土銀 楊竣丞 #1敗 14:30 21-16,21-18

#13 陳培元 #25 凃冠宇

枋寮高中 陳培元 #7敗 11:30 21-16,22-20 09:30 21-17,21-12

光明國中 凃冠宇 #24敗

#29 林昊禹

仁德國中 盧煒璿 #11敗 12:00 17-21,21-12,21-19

#18 劉子瑜

枋寮高中 簡子恩 #2敗 14:30 13-21,21-15,21-19

#14 劉子瑜 #33 林昊禹

大同高中 劉子瑜 #6敗 12:00 21-13,21-15 #26 林昊禹 14:30 21-15,17-21,21-15

09:30 21-17,17-21,22-20

西湖國中 林昊禹 #23敗

英明國中 王柏崴 #31敗

英明國中 易重德 #3敗 第四名 #36 張祐綦

#15 易重德  10:40 21-11,17-21,21-18

大同高中 張軒齊 #5敗 12:00 21-12,21-11  

#19 易重德

大同高中 許喆宇 #12敗 14:30 21-17,21-15

#27 張祐綦

台南市立大灣高中 張祐綦 #22敗 09:30 15-21,21-16,21-12

第二,三名

英明國中 郭冠麟 #4敗  #37 黃郁豈

#16 郭冠麟 #30 張祐綦  14:40 21-13,21-12

大同高中 丁彥宸 #8敗 12:00 22-20,21-16 12:00 21-5,21-17

#20 黃 鈺

雙蓮國小 黃 鈺 #10敗 14:30 21-18,21-19

#28 洪嘉駿 #34 張祐綦

合庫豐原國中 洪嘉駿 #21敗 09:30 21-12,21-13 14:30 21-18,22-20

竹崎高中 張閔翔 #32敗

大同高中 黃郁豈 #35敗

 

敗部



日期 7/29 7/30 7/30 7/31

瑞坪國中 蔡亞倫

[1] 瑞坪國中 王元睿 1

大同高中 吳冠勳 #7 吳/魏

 大同高中 魏俊緯 2 09:30 21-18,21-14

光明國中 簡明彥 #1 吳/魏

大灣高中 紀丞祐 3 13:00 21-19,20-22,21-11 #15 吳/魏

大同高中 劉佳峰 14:30 21-14,21-8

 大同高中 林毓桐 4

中市萬和國中 陳昱辰 #8 詹/陳

 竹崎高中 韓孟勳 5 10:00 21-11,21-8

仁德國中 詹冠易 #2 詹/陳

大灣高中 陳勝發 6 13:30 20-22,21-19,21-18

大同高中 陳子睿 #21 吳/魏 第一名

大同高中 吳軒毅 7 11:20 24-22,21-13

成淵高中 蔡予倫 #3 陳/吳

 成淵高中 李翊丞 8 13:30 21-17,21-16

西螺國中 石尚恩 #9 陳/吳

西螺國中 黃星穎 9 10:00 23-21,21-16

大同高中 胡佑齊 #4 石/黃

[3/4] 大同高中 劉廣珩 10 13:30 21-15,21-12

淡水國中 曾聖安 #16 陳/吳

西苑極限土銀 王得智 11 14:30 21-9,21-13

西螺國中 方柏勝 #5 方/曾

 西螺國中 曾秉強 12 13:30 21-13,21-12

台東縣羽球委員會 吳宗賢 #10 方/曾

[2] 台東縣羽球委員會 張凱齊 13 10:00 21-15,21-19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六、(U15) 男子雙打 : 13 人， 23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六、(U15) 男子雙打 : 13 人， 23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敗部 日期 7/30 7/30 7/30 7/30 7/31 7/31

大同高中 胡佑齊

大同高中 劉廣珩 #4敗

台東縣羽球委員會 吳宗賢 #11 胡/劉

台東縣羽球委員會 張凱齊 #10敗 12:00 21-19,21-16

淡水國中 曾聖安 #17 曾/王

西苑極限土銀 王得智 #5敗 14:30 21-12,21-14

西螺國中 石尚恩 #12 曾/王 #19 詹/陳

西螺國中 黃星穎 #9敗 12:00 21-17,18-21,21-13 16:00 21-14,18-21,22-20

仁德國中 詹冠易

大灣高中 陳勝發 #15敗

中市萬和國中 陳昱辰

竹崎高中 韓孟勳 #2敗  

成淵高中 蔡予倫 #6 蔡/李 #22 簡/紀

成淵高中 李翊丞 #3敗 09:30 21-19,21-16 11:20 17-21,21-18,21-14

瑞坪國中 蔡亞倫 #13 蔡/王

瑞坪國中 王元睿 #7敗 12:30 17-21,21-9,21-16

光明國中 簡明彥 #18 簡/紀 第二、三名

大灣高中 紀丞祐 #1敗 14:30 21-15,21-12 #23 簡/紀

大同高中 劉佳峰 #14 簡/紀 14:40 21-16,16-21,21-14

大同高中 林毓桐 #8敗 12:30 21-8,21-8 #20 簡/紀

西螺國中 方柏勝 16:00 21-8,21-15

西螺國中 曾秉強 #16敗

大同高中 陳子睿

大同高中 吳軒毅 #21敗

 



日期 7/29 7/29 7/29 7/30 7/31  

[1] 北市中山 陳柔慈 1

#2 陳柔慈

竹崎高中 吳昀佳 2 10:00 15-21,21-12,21-15

#15 邱紜嘉

[5/8] 東南國中 邱紜嘉 3 15:30 21-11,21-8

#3 邱紜嘉

合庫豐原國中 林庭聿 4 10:00 21-6,21-13

#25 丁雅芸

[3/4] 英明國中 黃榆涵 5 12:30 21-13,21-17

#4 許秝楹

北市中山 許秝楹 6 10:00 21-18,22-20

#16 丁雅芸

[5/8] 大同高中 林子妘 7 15:30 21-17,21-17

#5 丁雅芸

北市中山 丁雅芸 8 10:30 21-12,16-21,21-18

#29 丁雅芸 第一名

東南國中 林家旗 9 12:00 26-24,21-17

#1 郭卉欣

大同高中 郭卉欣 10 08:30 22-20,21-15

#6 郭卉欣

[5/8] 國昌國中 謝芷楹 11 10:30 w/o

#17 郭卉欣

合庫豐原國中 籃品茵 12 15:30 21-14,15-21,21-14

#7 蔡幸芸

[3/4] 大同高中 蔡幸芸 13 10:30 21-10,22-20

#26 蔡欣蓓

大同高中 黃瀞平 14 12:30 21-19,21-15

#8 黃瀞平

[5/8] 北市中山 簡綵琳 15 10:30 21-12,21-14

#18 蔡欣蓓

合庫豐原國中 鄭如媚 16 15:30 21-16,19-21,21-16

#9 蔡欣蓓

[2]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17 10:30 21-10,21-15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七、(U15) 女子單打 : 17 組，31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七、(U15) 女子單打 : 17 組，31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四名備選 )

日期 7/29 7/29 7/30 7/30 7/30 7/31 7/31

合庫豐原國中 林庭聿 #3敗

#11 吳昀佳

竹崎高中 吳昀佳 #2敗 15:00 21-18,21-17

#19 蔡幸芸

大同高中 蔡幸芸 #17敗 10:00 22-20,21-15

東南國中 林家旗 #1敗 #23 黃瀞平

#12 林子妘 12:30 21-19,21-7

大同高中 林子妘 #5敗 15:00 21-7,21-15

#10 林子妘 #27 黃瀞平

英明國中 黃榆涵 #4敗 12:00 26-24,21-17 #20 黃瀞平 15:00 17-21,21-15,21-19

10:00 21-15,21-12  

大同高中 黃瀞平 #18敗  

東南國中 邱紜嘉 #25敗

合庫豐原國中 籃品茵 #7敗  

 #13 籃品茵 第四名

w/o #6敗 15:00 #30 許秝楹

#21 許秝楹 12:00 21-16,22-20

北市中山 許秝楹 #16敗 10:00 21-11,21-15

合庫豐原國中 鄭如媚 #9敗 #24 許秝楹  第二,三名

#14 簡綵琳 12:30 16-21,21-14,21-13 #31 許秝楹

北市中山 簡綵琳 #8敗 15:00 11-21,21-18,21-19 15:20 20-22,21-14,22-20

#22 簡綵琳 #28 許秝楹

北市中山 陳柔慈 #15敗 10:30 w/o 15:00 21-17,21-14

大同高中 郭卉欣 #26敗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29敗

 

敗部



日期 7/29 7/29 7/29 7/30 7/31

永康國中 洪妡恩

[1] 永康國中 洪妤恩 1

東南國中 張栩羚 #3 張/李

東南國中 李惠如 2 10:30 21-19,21-12

北市中山 蘇欣美 #17 張/李

北市中山 吳依倢 3 16:00 21-13,21-8

永康國中 邱昭綺 #4 邱/范

永康國中 范于珊 4 11:00 21-17,19-21,21-12

桃市中壢國中 宋祐媗 #27 魏/王

[3/4] 桃市中壢國中 何書妤 5 13:00 21-11,21-14

東南國中 朱芸萱 #5 宋/何

東南國中 程莞喻 6 11:00 21-19,21-9

北市中山 魏婉亦 #18 魏/王

 北市中山 王思敏 7 16:00 21-10,21-7

合庫豐原國中 文怡媃 #6 魏/王

英明國中 孫卉芝 8 11:00 21-14,21-15

國昌國中 葉卉珊 #1 文/孫

國昌國中 周孟平 9 08:30 21-15,21-16

鼎金國中 韓玉珍 #31 賴/王 第一名

鼎金國中 鄭心茹 10 12:40 21-18,11-21,22-20

北市中山 吳宣佩 #2 吳/周

北市中山 周仲庭 11 08:30 21-11,26-28,21-15

東南國中 林珈因 #7 吳/周

[5/8] 東南國中 林芳庭 12 11:00 21-8,21-14

大同高中 廖子菱 #19 吳/周

大同高中 吳孟真 13 16:00 21-14,21-12

中市萬和國中 羅苡銣 #8 羅/廖

[3/4] 中市萬和國中 廖梓貽 14 11:00 21-16,21-18

北市中山 湯芷晴 #28 賴/王

北市中山 林芷均 15 13:00 12-21,22-20,21-19

大同高中 賴子彧 #9 賴/王

 大同高中 王信雩 16 11:30 21-12,21-15

永康國中 娥斯勒柏.
達古拉外 #20 賴/王

永康國中 宋奕萱 17 16:00 21-16,15-21,21-15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張子怡 #10 娥斯勒柏/宋

[2]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林憙愛 18 11:00 21-15,21-11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八、(U15) 女子雙打 : 18 人， 33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八、(U15) 女子雙打 : 18 人， 33 場    ( 第一、二名正選 ， 第三名備選 )

敗部

日期 7/29 7/29 7/30 7/30 7/30 7/31 7/31

北市中山 蘇欣美

北市中山 吳依倢 #4敗

國昌國中 葉卉珊 #13 葉/周

國昌國中 周孟平 #1敗 15:30 21-11,21-15

永康國中 娥斯勒柏.
達古拉外 #21 娥斯勒柏/宋

永康國中 宋奕萱 #20敗 10:30 21-10,19-21,21-16

合庫豐原國中 文怡媃

英明國中 孫卉芝 #6敗 #25 娥斯勒柏/宋

永康國中 洪妡恩 #14 洪/洪 13:00 21-14,19-21,21-9

永康國中 洪妤恩 #3敗 15:30 16-21,21-11,21-16

東南國中 朱芸萱 #11 洪/洪

東南國中 程莞喻 #5敗 12:00 21-9,21-11 #22 洪/洪 #29 娥斯勒柏/宋

中市萬和國中 羅苡銣 10:30 21-13,19-21,21-19 15:00 21-17,17-21,21-19

中市萬和國中 廖梓貽 #19敗  

東南國中 張栩羚

東南國中 李惠如 #27敗

大同高中 廖子菱

大同高中 吳孟真 #8敗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張子怡 #12 張/林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林憙愛 #10敗 12:00 18-21,21-12,21-16

東南國中 林珈因  #15 張/林  

東南國中 林芳庭 #7敗 16:00 21-19,18-21,21-17 #32 娥斯勒柏/宋

桃市中壢國中 宋祐媗 #23 張/林 12:40 21-23,21-13,21-14

桃市中壢國中 何書妤 #18敗 10:30 21-15,23-21

鼎金國中 韓玉珍

鼎金國中 鄭心茹 #2敗 #26 韓/鄭  第二,三名

北市中山 湯芷晴 #16 韓/鄭 13:00 21-18,21-15 #33 魏/王

北市中山 林芷均 #9敗 16:00 21-15,13-21,21-18 15:20 21-12,21-13

永康國中 邱昭綺 #24 韓/鄭 #30 吳/周

永康國中 范于珊 #17敗 10:30 23-21,21-5 15:00 21-14,21-16

北市中山 吳宣佩

北市中山 周仲庭 #28敗

北市中山 魏婉亦

北市中山 王思敏 #31敗

 



名次

項目

亞柏雄中 大同高中 亞柏日香竹山 高市新莊

陳孝承 蘇力揚 吳丞恩 孫晨淯

合庫松高 大同百齡 亞柏雄中

合庫松高 大同百齡 亞柏雄中

李柏辰 蘇力瑋 張昊曌

蘇柏瑋 吳宗擇 陳羿仲

大同高中 大同高中 亞柏雄中 亞柏雄中

黃映瑄 謝羽盈 林思雲 洪恩慈

大同高中 亞柏雄中 治平高中

大同高中 亞柏雄中 治平高中

李子晴 梁家溦 汪郁喬

鄧淳薰 鄭育沛 謝宛婷

西螺國中 大同高中 台南市立大灣高中 西湖國中

廖倬甫 黃郁豈 張祐綦 林昊禹

大同高中 光明國中 大同高中

大同高中 大灣高中 大同高中

吳冠勳 簡明彥 陳子睿

魏俊緯 紀丞祐 吳軒毅

北市中山 北市中山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大同高中

丁雅芸 許秝楹 蔡欣蓓 黃瀞平

大同高中 北市中山 永康國中

大同高中 北市中山 永康國中

賴子彧 魏婉亦 娥斯勒柏.達古拉外

王信雩 王思敏 宋奕萱

 

(U17)

男子單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四名備選

(U17)

男子雙打

(U15)

女子單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四名備選

               2016年亞洲青少年(U17&U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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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13658號函核准

時間：105年7月29日至7月31日                   地點：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備 註

成            績            表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名備選

(U17)

女子單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四名備選

(U17)

女子雙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名備選

(U15)

女子雙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名備選

(U15)

男子單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四名備選

(U15)

男子雙打

第一、二名正選

第三名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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