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U19) 男單 19 人 9 輪 35 場

(U19) 女單 21 人 9 輪 39 場

(U19) 男雙 10 組 7 輪 17 場

(U19) 女雙 11 組 7 輪 19 場

 

合計場次 110 場

場次
61 37 12

場 場 場

使用場地
4 4 2

面 面 面

預估使用時間

09:00 09:00 09:00

↓ ↓ ↓

18:00 16:00 13:30

110 場

使用 時間、場地 統計表

2/22 2/23 2/24
日期

(三) (四) (五)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6年01月04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50039950號函核准

時間：106年2月22日至2月24日    地點：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羽球館)

報名人數及場數統計表

參加人(組)數 輪次 場數 合計



日期：106年2月22日 (三)

地點：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1 男單#2 男單#3 女單#1

09:30 女單#2 女單#3 女單#4 女單#5

10:00 男單#4 男單#6 男單#7 男單#9

10:30 男單#11 男單#5 男單#8 男單#10

11:00 女單#6 女單#7 女單#9 女單#11

11:30 女單#8 女單#10 女單#12 女單#13

12:00 男單#12 男單#13 男單#14  

12:30 女單#14 女單#16

13:00 女單#15 女單#17 女單#18 男雙#1

13:30 男雙#2 女雙#1 女雙#2 女雙#3

14:00 男單#15 男單#16 男單#17 男單#18

14:35 男單#19 男單#20 男單#21 男單#22

15:10 女單#19 女單#20 女單#21 女單#22

15:45 女單#23 女單#24 女單#25 女單#26

16:20 男雙#3 男雙#4 男雙#5 男雙#6

16:55 女雙#4 女雙#5 女雙#6 女雙#7

日期：106年2月23日 (四)  

地點：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23 男單#24 男單#25 男單#26

09:30 女單#27 女單#28 女單#29 女單#30

10:00 男雙#7 男雙#8   

10:30 女雙#8 女雙#9 女雙#10  

11:00 男單#27 男單#28 男單#29 男單#30

11:30 女單#31 女單#32 女單#33 女單#34

12:00 男雙#9 男雙#10 男雙#11 男雙#12

12:30 女雙#11 女雙#12 女雙#13 女雙#14

13:30 男單#31 男單#32   

14:00 女單#35 女單#36

14:30 男雙#13 男雙#14

15:00 女雙#15 女雙#16

日期：106年2月24日 (五)  

地點：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羽球館)

場地

時間

09:00 男單#33 男單#34

09:40 女單#37 女單#38

10:20 男雙#15 男雙#16

11:00 女雙#17 女雙#18

11:40 男單#35 女單#39

12:20 男雙#17 女雙#19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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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2/22 2/22 2/23 2/24

[1] 枋寮高中 林俊易 1

#4

大同高中 朱柏印 2 10:00

#19

[5/8] 亞柏日香竹山 吳丞恩 3 14:35

#5

亞柏基中 吳國和 4 10:30

#1

武金斗南高中 蔡傑皓 5 09:00

#29

[3/4] 合庫新豐 黃大維 6 11:00

#6

合庫后綜 賴東宜 7 10:00

#20

[5/8] 枋寮高中 黃品銜 8 14:35

#7

亞柏雄中 李沃叡 9 10:00

#33 第一名

大同高中 蘇力揚 10 09:00

#2  

亞柏日香竹山 張瀞升 11 09:00

#8

[5/8] 治平高中 林柏承 12 10:30

#21

亞柏基中 楊子珩 13 14:35

#9

[3/4] 亞柏雄中 陳孝承 14 10:00

#30  

亞柏基中 張士杰 15 11:00

#3

治平高中 李崇維 16 09:00

#10  

[5/8] 治平高中 潘人愷 17 10:30

#22

大同高中 陳敬崴 18 14:35

#11

[2] 亞柏雄中 陳紀廷 19 10:30

一、(U19) 男生單打 : 19 人， 35 場    ( 第一名正取 ， 第二、三名備取 )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一、(U19) 男生單打 : 19 人， 35 場    ( 第一名正取 ， 第二、三名備取 )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2/22 2/22 2/23 2/23 2/23 2/24 2/24

#10敗

#15

#2敗 14:00

#12 #23

#4敗 12:00 09:00

#20敗

#27

#6敗 11:00

#16

#3敗 14:00

#13 #31

#8敗 12:00 #24 13:30

09:00

#19敗

#30敗

#5敗  #34

#17 09:00

#9敗 14:00

#25

#22敗 09:00

#1敗  #35 第二、三名

#14 #28  11:40

#7敗 12:00 11:00

#18

#11敗 14:00

#26 #32

#21敗 09:00 13:30

#29敗

#33敗

 

敗部



日期 2/22 2/22 2/22 2/23 2/24  

 

[1] 亞柏雄中 林芝昀 1

#6

大同高中 郭晏綺 2 11:00

#1

台電金甌 陳 俐 3 09:00 #23

15:45

[5/8] 合庫松高 游 婕 4

#7

合庫后綜 廖芳翎 5 11:00

#33

[3/4] 東泰高中 葉思柔 6 11:30

 #8

育成高中 詹子萱 7 11:30

#2  

合庫新豐 李卉仙 8 09:30 #24

15:45

[5/8] 亞柏雄中 洪恩慈 9

#9

左營高中 邱品蒨 10 11:00 第一名

#37

合庫后綜 高絃栯 11 09:40

#3  

台電金甌 陳宥綺 12 09:30

 #10

[5/8] 亞柏雄中 林思雲 13 11:30  

#25

合庫新豐 郭子綺 14 15:45

#11

[3/4] 大同高中 謝羽盈 15 11:00

 

亞柏雄中 周恩妃 16 #34

#4  11:30

治平高中 卓 琳 17 09:30

 #12

[5/8] 合庫后綜 江品悅 18 11:30

 
高市神冶三民國中 蔡欣蓓 19 #26

#5 15:45

台電金甌 董秋彤 20 09:30

#13

[2] 大同高中 黃映瑄 21 11:30

二、(U19) 女生單打 : 21 人， 39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二、(U19) 女生單打 : 21 人， 39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四名備取 )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日期 2/22 2/22 2/23 2/23 2/23 2/24 2/24

#9敗  

#19

#3敗 15:10

#14

#7敗 12:30 #27

09:30

#26敗

#4敗

#15 #31

#8敗 13:00 11:30

#20

#5敗 15:10

#16

#6敗 12:30 #28 #35

09:30 14:00

#25敗   

 

#33敗

#10敗

#17  

#1敗 13:00  

 #21 第四名

#12敗 15:10  #38

#29  09:40

#24敗 09:30

#2敗  

#18 #32

#11敗 13:00 11:30 #39 第二、三名

#22 11:40

#13敗 15:10

#30 #36

#23敗 09:30 14:00

#34敗

#37敗

 

 

敗部



日期 2/22 2/22 2/23 2/24
大同高中 葉宏蔚

[1] 大同高中 蘇力瑋 1

合庫后綜 莊樸生 #3

西苑高中 林煜傑 2 16:20

亞柏基中 李秉鴻  #11

[3/4] 亞柏基中 劉民哲 3  12:00

亞柏雄中 余 羽  #4

亞柏雄中 張昊曌 4  16:20
西苑極限土銀 呂植惟 #1  
西苑極限土銀 鄭凱文 5 13:00  

合庫松高 徐啟豪 #15 第一名

合庫松高 陳 龍 6 10:20

大同高中 盧 震 #2  

松山高中 蘇柏瑋 7 13:30  
西苑極限土銀 陳冠翔  #5

[3/4] 西苑極限土銀 杜泓霆 8  16:20  

亞柏雄中 林秉緯 #12

亞柏雄中 趙品淳 9 12:00
武金斗南高中 賴建良 #6

[2] 武金斗南高中 蕭敦誠 10 16:20

  

日期 2/23 2/23 2/23 2/24 2/24

#12敗  

#13

#3敗  14:30  

#9

#4敗 12:00

#7  

#2敗 10:00  

#16

#1敗 10:20

#8  

#5敗 10:00  

#10 #17 第二、三 名

#6敗 12:00 12:20

#14  

#11敗 14:30

#15敗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三、(U19) 男生雙打 : 10 組，17 場  ( 第一、二名正取 ， 第三名備取 )

敗部



日期 2/22 2/22 2/23 2/24
大同高中 李子晴

[1] 大同高中 鄧淳勳 1

合庫新豐 林怡芊 #4

合庫新豐 薛靖樺 2 16:55

治平高中 汪郁喬 #13

[3/4] 治平高中 羅錦雯 3 12:30

合庫后綜 王孟琳 #5  

合庫后綜 林玟汝 4 16:55

亞柏雄中 鍾侃妤 #1

亞柏雄中 莊紫紝 5 13:30

合庫后綜 黃依恩 #17 第一名

合庫后綜 楊凱雯 6 11:00

合庫新豐 張育瑄 #2

合庫新豐 羅珮慈 7 13:30

亞柏雄中 曾郁棋 #6

[3/4] 亞柏雄中 張彥葶 8 16:55

合庫后綜 簡思榕  

左營高中 林家戎 9 #14

合庫松高 陳俐羽 #3 12:30

合庫松高 廖沛淇 10 13:30

亞柏雄中 梁家溦 #7

[2] 亞柏雄中 鄭育沛 11 16:55

敗部 日期 2/23 2/23 2/23 2/24 2/24

#2敗

#8

#5敗 10:30

#11

#3敗 12:30

#9

#4敗 10:30 #15

15:00

#14敗

 

#1敗 #18

#10 11:00

#6敗 10:30

#12

#7敗 12:30 #19 第二、三名

#16 12:20

#13敗 15:00

 

#17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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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名次

項目

 

                2017年亞洲青少年（U19）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106年01月04日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50039950號函核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備 註

地點：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羽球館)

時間：106年2月22日至2月24日

(U19)

女生雙打

第一、二名

正取

第三名

備取

(U19)

男生單打

第一名

正取

第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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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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