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號 組別 項目 選手1 隊名1 選手2 隊名2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共10組

11153189283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莊珈瑜 莊珈瑜

11153192937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鍾知叡 鍾知叡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黃羽薇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黃筠媗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林家溱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柯佳玲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吳芸綺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黃聖淳 中租大同

11153193399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賴玟廷 玄峰體育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女單 陳昱伶 國防醫學院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共39組

11153177463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林柏嶢 個人

1115317860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王昱程 雙劍

11153180549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林育蔚 大葉大學

1115318111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陳劭軒 來玩的

11153181742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胡安之 個人

11153182474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張硯翔 Victor Chang

11153183921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王紹倫 王紹倫

11153184075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邱莅宸 金羽羽球

11153184384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王榮瑋 王榮瑋

11153184825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汪雅爾 陽明大學

11153185554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賴仕偉 僑平國小

11153185839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李承翰 無

11153187602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林靖閎 林靖閎

1115318821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張育嘉 不要電我

11153188327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李忠翰 na

11153189663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廖映儒 元智大學

11153190187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游世秋 NUTN

11153190235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陳禹澍 星漾羽球隊

1115319049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陳昱誠 竹林中學

1115319247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張毅謙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陳奕中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李承遠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鄧福慶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603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鄭博文 亞洲大學

11153192912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王政諭 王柏淵

11153193399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郭紹瑋 玄峰體育

11153193713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廖俊程 輔仁大學

1115319391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鄭嘉焯 大葉大學

1115319409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張晉嘉 響地音樂

1115319409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紀奕璿 響地音樂

11153194147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梁俊豪 N/A

11153194278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莊育瑞 莊育瑞

11153194320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江京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高毓家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蕭宗浩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許庭嘉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趙聲泓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336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許文嘉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831 單打 一般24歲以下組男單 吳宗智 逢甲大學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共8組

11153184498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李孟珊 挺你歡樂羽球團

11153185562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黃琬蒨 BMT

11153190372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林梵 個人

11153190376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趙婷婷 趙婷婷

11153192043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巫文琳 想太多

11153193046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吳珮琪 臺大醫院

11153193764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鄧燕飛 鄧燕飛

11153194370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女單 劉曉穎 個人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共21組

11153183818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陳人豪 台灣阿寶

11153183921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王紹倫 王紹倫

11153184259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林亦祥 妙修素食

11153185038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林威廷 個人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林晧騰 跑單幫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梁誌中 跑單幫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楊硯為 跑單幫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蕭凡鈞 跑單幫

11153186053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梁紹峯 中央研究院 生醫所

11153189660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王聖賜 王聖賜

11153191243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王建生 西伯利亞狼

11153191320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黃冠叡 小長春

11153191402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蔡尚恆 葉氏悟羽

11153191784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梁智凱 梁智凱

11153193399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陳綺紳 玄峰體育

11153193648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陳承諺 妙修素食

11153194218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吳上文 優迪實業

11153194363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李宜學 無

11153194540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魏晨祐 台灣應材

11153194642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王裕輝 樹炎企業社

11153194860 單打 一般25歲以上組男單 林學宏 優迪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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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共17組

11153176981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江昇峰 i單打

11153178741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黃俊翔 台糖公司商銷事業部

11153178847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甄國佑 長榮航空

11153181265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吳恩迪 無

11153182734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李行龍 曉冪

11153185554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陳慶峰 僑平國小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彭冠傑 跑單幫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黃柏軒 跑單幫

11153186834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黃英豪 黃英豪

11153189194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許閔翔 個人

11153190376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陳思翰 陳思翰

11153191144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洪健倫 羽希

11153191320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陳緯 小長春

11153193535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吳俊達 雲林斗六後站郵局

11153194507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林浚彰 德芳木業

11153194545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賴元德 LI-NING 羽耀國際體育

11153194622 單打 一般30歲以上組男單 蔡秉融 小人物羽球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共25組

11153176981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江昇峰 i單打

11153178000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張靖彬 完了巴比Q了

11153178804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陳韋凱 個人

11153182527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尤駿清 強發金屬

11153183052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邱柏罡 練肖威

11153184498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許挺誼 挺你歡樂羽球團

11153184989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黃杬淂 李寧吸引力

11153185288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陳冠宏 方式羽球

11153185876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王名帆 凱族羽球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陳奕全 跑單幫

11153188262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林峻弘 長榮海運

11153190160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林國立 羽道館

11153190235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李伯徽 星漾羽球隊

11153190260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周韋廷 中菲電腦

11153190260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胡志清 Wtouch Finance

11153190260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徐郁喆 東森

11153190376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杜彥璋 杜彥璋

11153190602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吳宗耘 豐收

11153190911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余紹農 余紹農

11153191144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洪健倫 羽希

11153191489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江政道 跑單幫

11153194325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李仲操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53194408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許錫賢 重新羽球隊

11153194561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王信翰 TPTS

11153194561 單打 一般35歲以上組男單 梁峻銘 TPTS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共17組

11153177616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江浩晨 江浩晨

11153178608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池定緯 雙劍

11153179654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賴振銘 嘟嘟家族

11153180070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林泉 個人

11153184124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韋瑋明 合作隊

11153185637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黃信源 新興中小學

11153185702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張緯翔 1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鄭宇中 跑單幫

11153186763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顏慶達 澳根尼橄欖油

11153188908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陳錦隆 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123巷4號3樓

11153190235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郭名集 星漾羽球隊

11153190483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賴志偉 龍誠工業

11153190690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張真彥 HPE

11153190988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顏志宏 勁空間設計

11153191318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李浩文

11153192120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吳明佳 Yu羽球俱樂部

11153193278 單打 一般40歲以上組男單 廖俠 尖銳西有限公司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共10組

11153178019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陳證元 新竹羽樂

11153180546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林金興 林金興

11153185221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王士銘 王士銘

11153185468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謝岳展 羽部金人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劉埕豪 跑單幫

11153190187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陳泰全 STUST

11153190235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郭名集 星漾羽球隊

11153190235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劉家駿 星漾羽球隊

11153190376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陳明宗 陳明宗

11153192043 單打 一般45歲以上組男單 徐肯吉 想太多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共10組

11153181164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高啟峰 高啟峰

11153184999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郭文欽 羽部金人

11153185393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楊鴻銘 只會挑球

11153185971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李慶祥 跑單幫

11153186763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王烽伍 有恒科技

11153190704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方水清 板模

11153192619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許明彥 許明彥

11153193573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潘錫君 潘錫君

11153193667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白芳誠 i單打

11153194443 單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單 吳聲德 個人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共8組

11153175776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黃朝基

11153179549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賴文豪 賴文豪

11153180395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李宗俊 錦家御宴

11153180685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何士豪 個人

11153186195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石有祥 台灣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廠

11153191750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龔振德 凌駕羽球

11153193388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郭換榮 1

11153193816 單打 一般55歲以上組男單 莊志福 單人

國中組女單 共59組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徐睿婕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蔡宜和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溫妍蓁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林柔萱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健儀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譔珈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妍捷 江翠國中

1115317975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趙忻 中華國中

1115318673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蔣詠善 合庫飛樂豐原

1115318673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林汏紝 合庫飛樂豐原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林采頡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邱沛妮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珮辰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曾薆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洪語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洪亦萱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珮棋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廖予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邱子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高品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9041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品妃 台東新生國中

11153189041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玉玹 台東新生國中

1115318998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高毓涵 文山國中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王立亘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鍾聿昕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王奕涵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翊菲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黃文誼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劉佳恩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可凡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官聲妍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張瓅心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王泠又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鐘晨心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品伃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林芸安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女單 王于瑄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李妍妍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黃庭筠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張庭瑜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宜蓁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嚴予晴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鄭如庭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許斯涵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李佳宸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誼瑄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俞臻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2180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李芯 亞柏銀冠三民

11153192368 單打 國中組女單 吳雨臻 無

11153192491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俞安 萬和國中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蔡毓晴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鄭雨晨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林宥希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江品萱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游婉妘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4247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陳家稘 合庫飛樂豐原

11153194326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黃若維 豐南國中

11153194491 單打 國中組女單 鄭淽云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11153194513 單打 國中組女單 溫馨婷 龍山國中

國中組男單 共113組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明佳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淮安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許淮鈞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吳軒名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宸豪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邱峻豪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紘彥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葉可傑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賴柏霖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江予材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廖武澕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徐劭全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宥全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乙哲 江翠國中

11153180520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彭啓涵 王麗婷

1115318078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鍾宥賢 中華國中

11153181078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翃銨 無

1115318323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饒恩齊 員山國中

1115318376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潘文昊 淡水國中

1115318376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楷崴 淡水國中

11153185350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曾柏任 美娥海產

1115318851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江晨燁 新明國中

1115318864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楊子毅 藏龍羽球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立安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鄭淯澤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子碩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佑柏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許顥藋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游杰恩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周計鋼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莘鏵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彭定軒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郭鴻鈞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裕翔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暐翔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劉聿承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謝景瀚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許劭弘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敬捷 中租西湖

1115318989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明哲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15319015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馮柏恩 宜昌國中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楊介丹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佑陞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銘川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翊揚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泓語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朱立軒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康淇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浩瑋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劉智洧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宇喬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宥樺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子宸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冠華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葉宇軒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祐勝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翊恩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則燊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官聲佑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丞浩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35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劉勇傑 星漾羽球隊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祤睿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江慶皓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秉軒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鄭以樂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辰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顏晧宇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靖翔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葉作豊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藍崇睿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鄭鳴聖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朱品諺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世荏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柏穎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鄭宇哲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蔡家威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睿榮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賴宗澤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黃昱豪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聿維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韋嘉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祐齊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司夏恩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非力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鶴嚴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趙子宏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吳承樺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施祐珵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念丞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竣民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蔡子元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奕誠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647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魏尚昆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85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柏羽 新北頭前國中

1115319185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泓毅 新北頭前國中

1115319216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宋子榮 新明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廖允呈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林樹洋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戴若霖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冠豪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蔡承諺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徐銘甫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江宥澄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溫廷樹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郭宥禾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姜睿宇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651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胤銓 敦化國中

11153193658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李子謙 吳惠萍

11153194326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楊奕宏 明泰電信華盛頓中學

1115319451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張筆翔 龍山國中

1115319451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楊哲竣 龍山國中

1115319451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陳彥甫 龍山國中

11153194513 單打 國中組男單 王柏勝 龍山國中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共18組

1115317736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邱梓甯 昌平國小

1115318040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黃紫丹 翔躍中市北勢

1115318130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陸湘恩 新北金龍國小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陳韋廷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劉珞伊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吳岱蓉 中原國小

1115319195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黃若晴 無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張皓婷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吳采蓁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312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唐婧恩 台東市馬蘭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張夏榕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呂欣恬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黃歈雯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黃婷暄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江心彤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黃子容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林宥萱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單 李亭萱 亞光南陽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共49組

1115317811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張柏宇 阿銘羽球教室

1115318008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楊孫宇 翔躍中市東海

11153180873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黃稚翔 北市福德國小

1115318188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彭品睿 興隆國小

1115318293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彭奕中 興隆國小

1115318293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彭奕愷 興隆國小

1115318363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王彥翔  放肆休閒娛樂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陳泓叡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陳星齊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92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蘇宸燁 敦化國小

1115318458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戴浩全 宜蘭光復國小

1115318517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鄭永燁 新埔國小

1115318527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張楷威 諾瓦國小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郭聿宬 幸安國小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蔡尚諺 幸安國小

1115318636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劉勁耀 宜蘭成功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程博威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楊元鎮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林睿杰 瑞埔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黃尹燦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黃晨瑞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李其恩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謝庭安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934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洪子惟 投縣平和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劉穎言 中原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邱計勝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王靖騰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許祐誠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林祺祐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張顥騰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黃程祈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凃皓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胡恩睿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邱緯誠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339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林竺霆 玄峰體育

1115319358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李宇恒 興隆國小

1115319378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劉秉廉 喵喵星球

11153193863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葉宸睿 玄峰體育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蔡丞宇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陳信維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洪鼎鈞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李裕恩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林定宇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莊炘叡 桃市錦興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李耀宇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李書宸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羅品睿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邱品翰 亞光南陽

1115319466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 邱大全 個人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共48組

1115318166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柯佩妤 信富南郭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紫婕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冠穎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徐儷軒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林妍芯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韋彤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400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林煦芮 七堵國小

1115318618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高勤涵 興隆國小

1115318618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吳苡榛 興隆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池羽彤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劉芯語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徐翌涵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程惟真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王瑜玟 瑞埔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邵懷恩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乙恩 新北文德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詹詠甯 南市崇學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林芷妘 南市崇學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張靖童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邱宥榛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范可潔 中原國小

1115319154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詹婕妤 飛迅南市文化

1115319154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郭芝均 飛迅南市文化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呂亞彧 新北大豐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蜜亞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翌欣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萬致晴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筠茹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378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劉姵晴 喵喵星球

1115319384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莛喻 桃市仁和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高嘉淇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張茗淇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佳儀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厲彥芊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張紓瑄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王子晏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謝晏禎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黃詩茜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卓殷珠 桃市錦興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沛瑜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陳嫚青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賴奕晴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蔡慈勻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楊潔莘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柯采瑜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林品妤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徐晨媛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單 巫沛函 大鵬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共76組

1115317811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軒予 阿銘羽球教室

1115317864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劉秉諺 新北秀山

1115318041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游昊哲 竹縣中正

1115318041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游昊恩 竹縣中正

1115318117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嚴紹軒 張珮雯



1115318174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吳秉燡 宜蘭縣成功國小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潣亮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莊凱丞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許祐睿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李庭和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佑綸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7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繼元 中市中正

1115318523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廖陳侹睿 個人報名

1115318535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曾柏翰 美娥海產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郭繕綸 幸安國小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蔡尚祐 幸安國小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郭齊岳 幸安國小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鉅昇 幸安國小

1115318608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廖佑昕 中市南屯

11153186153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吳晨恩 昌平國小

111531863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劉勁彥 宜蘭成功國小

1115318658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葉于宥 竹市東園國小

1115318658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周宥希 竹市東園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思愷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楊元鑌 瑞埔國小

111531881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李恩碩 興隆國小

111531881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楊昱昇 興隆國小

111531881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錢宥昇 興隆國小

111531881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林裕喬 興隆國小

111531884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元愷 新北秀山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鄭人竣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鄭陳鴻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逸軒 新北文德

111531900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謝翔睿 高市民權

1115319086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承閎 山崎國小

1115319093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柏允 投縣平和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星睿 南市崇學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范宗昕 南市崇學

1115319114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許皓與 內定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淯翔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高鼎騏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泓瑞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蕭冠霖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晉佑 中原國小

1115319124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子杰 個人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余品毅 新北大豐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林翃震 新北大豐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王光熙 新北大豐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黃柏銓 新北大豐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吳丞鴻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高品川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劉智劼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95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黃若堯 無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朱薪皓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羿承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方 澤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396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蔡明兆 阿銘羽球教室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張仰皓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永奇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駿澔 桃市錦興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吳承璟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廖育慶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朱唐毅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李承翰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李禎晅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林品旭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武靖恩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莊禾楙 久樘南陽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曾柏諺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林祐豪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辛尹同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鄭加宏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黃亮維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劉安軒 大鵬國小

1115319456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鍾承邑 南郭國小

1115319466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 陳予樂 玄峰體育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共58組

1115317749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楊子靖 馬賽國小

1115317991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陳喬筠 新竹市東園國小

1115318098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古艾可 興隆國小

1115318351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張倢熒 興隆國小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賴禹彤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林庭菡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紫婕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林妍芯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蘇玟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400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蘇敏菁 七堵國小

111531849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邱子亘 新竹市龍山國小

111531849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李佳芸 新竹市龍山國小

111531849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心澄 新竹市龍山國小

111531849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郭宥妘 新竹市龍山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蔣沁純 瑞埔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莊貽媗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蔡璨羽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趙千瑛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梓桐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晨瑜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吳芊瑩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43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楊又柔 興隆國小

1115318843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范莘亞 興隆國小

1115318909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吳苗綺 林嘉鈴

1115318909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宋語恩 林嘉鈴

1115318914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張育綺 中市軍功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劉子慧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汪維朗 新北文德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邱暐嬡 南市崇學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吳喬茵 南市崇學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郭丞芯 南市崇學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王品涵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品芮 中原國小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梁語倢 新北大豐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廖采榆 新北大豐

1115319174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張芹和 竹南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楊瀅瑄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陳巧亘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林淳妮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羅子婷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萬如忻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吳苡嘒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孫嘉辰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杜欣霓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385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李禹潔 個人比賽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何雨蓉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李羽婕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靖恩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林韋彤 桃市錦興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卓媛心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彭子寧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柯采瑜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江書亞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蔡慈勻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蘇品伃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詹欣霏 大鵬國小

1115319457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李祐禎 竹縣安興

1115319459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單 黃郁婷 新北崇德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共66組

1115317864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劉秉諺 新北秀山

111531802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賴秉劭 成德國小

1115318052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彭允謙 王麗婷

1115318073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潘嵂文 初應高雄

1115318131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張鈞皓 北市日新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楊定學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張勝彥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彥霏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瑋浩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潣亮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400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許家昇 七堵國小

1115318545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洪聖翔 板橋國小

1115318596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柏叡 昌平

1115318608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廖佑昕 中市南屯

1115318615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吳柏岑 昌平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王之儀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楊立戎 瑞埔國小

1115318692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冠澤 李冠澤

111531880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郭柏辰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畇冠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莊定洋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97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黃守誠 宜縣成功

1115318970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黃宥勝 羽御

1115318995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柯政希 板橋國小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洪少書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許程祐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顏已茗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許惟軒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張益誠 新北文德

111531900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謝翔睿 高市民權

1115319034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凱勛 林口國小

1115319095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蔡秉倫 南市崇學

11153191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莊承恩 住家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嚴敘丞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齊胤崴 中原國小

1115319174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楊世恩 竹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孫嘉鴻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蔡煥宇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386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楊鎮宇 玄峰體育

1115319386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吳峻宇 玄峰體育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孫翊暟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蔡秉倫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廖御喬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曾亮雲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莊詠能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鍾柏羽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葉作巖 桃市錦興

111531942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泓宇 板橋國小

111531942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品安 板橋國小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王百謙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白家澤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潘裕凱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梁孟淵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林宗賢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育承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禎晅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廖德諺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劉蕎毅 久樘南陽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呂宥纓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廖宜希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廖軒佑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承祐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宥呈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李柏漢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雷軼鈞 大鵬國小

1115319456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 陳正 南郭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共27組

1115318130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陸湘紜 新北金龍國小

1115318131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張瑋珊 北市日新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楊希恩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618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高勤涵 興隆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楊媞安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饒若琪 瑞埔國小

1115318998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林宇夏 新北文德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許怡靜 新北大豐

1115319184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呂翊汶 媽媽

111531921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黃紫丹 台中市北勢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凃思宇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蔡宇晴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黃梓瑄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鄭詠丹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曾婕熙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384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王薏晴 桃市仁和國小

1115319384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林咏妡 桃市仁和國小

1115319385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李禹霏 個人比賽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劉妍婷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陳翎茜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林立晴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卓殷珠 桃市錦興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王于安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朱宸慧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吳羿箴 亞光南陽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陳俞安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單 賴奕晴 大鵬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共68組

111531802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徐丞禾 新竹縣中山國小

1115318130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鄭澄鴻 新北金龍國小

1115318171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朱昊德 家長

1115318188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彭品睿 興隆國小

1115318274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意昇 興隆國小

1115318354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莊子明 鴻雁肅羽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楊定嶧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張勝棠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李承祐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蔡睿桀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李峰修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李子力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梅庭維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梁宸煾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7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梁宸銨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459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鄭家昇 昌平國小

1115318494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吳廷恩 個人

1115318591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郭齊鎮 幸安國小

111531859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詹駿璿 興隆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傅澤瑋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賴冠霖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張尹恩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羅宇祥 瑞埔國小

1115318845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張元愷 新北秀山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蔡宸墉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佾慊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呂侑羲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顏翊全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李泊似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946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羽彥 湖口國小

1115319118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廖柏崴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吳禹瑭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劉昶渝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許奇恩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邱宥翔 中原國小

1115319157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呂泊諒 新北大豐

1115319174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洪程 竹南國小

1115319174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張景彤 竹南國小

1115319174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林祐緯 竹南國小

1115319235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郅嵂 新北裕民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方宇杰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蘇品丞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林睿勛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顏均翰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方  程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立恩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賴謝程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邱仲緯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339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林竺霆 玄峰體育

111531935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姚飛禎 日新國小

1115319386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葉宸睿 玄峰體育

1115319405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林昱廷 興隆

1115319405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鍾佾呈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黃又翔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浩哲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翊文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羅聖喆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游日源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奕愷 桃市錦興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李承翰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劉承勛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王景義 亞光南陽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卓祐霆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江迦勒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楊肯 大鵬國小

1115319452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邱士哲

1115319456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吳禹廷 南郭國小

1115319456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陳宥睿 南郭國小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共9組

1115318031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方志宇 方式羽球

11153181817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蘇致豪 久奈司

11153182734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李行龍 曉冪

11153185449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余俊賢 運動魚

1115318597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黃柏軒 跑單幫

11153191252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林家翾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320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凃凱勝 長春聚達創投

11153191320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王立維 長春聚達創投

11153194479 單打 專業30歲以上組男單 鄭大為 國立高雄科大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共30組

11153180549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林育蔚 大葉大學

11153185839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翁梓恆 無

1115318597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梁誌中 跑單幫

1115318597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林晧騰 跑單幫

11153190187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游世秋 NUTN

1115319050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張育嘉 不要電我

1115319154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蔡冠佑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陳頎修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洪翊碩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詹子勤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603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鄭博文 亞洲大學

11153193300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陳宇承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吳昌珉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劉佳恩 中租大同

11153193765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李儼育 Unknow泰子

1115319406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劉佳蔚 海豹部隊

1115319406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王柏森 海豹部隊

11153194259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魏道豪 UNKNOW梵爾斯

11153194317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郭景弘 小人物羽球

11153194508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林奕銘 老頭擺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陳培元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魏以軒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鍾宸謙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賴駿嶙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李登揚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陳柏維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謝承峰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江新憲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李貫倫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單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單 張皓淳 永健生技國體大

高中組女單 共26組

1115317975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趙忻 中華國中

11153185063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許芮苡 台電金甌

11153185063 單打 高中組女單 王宥筑 台電金甌

11153188915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鐘珮云 波力后綜

11153188915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薛安雅 波力后綜

11153188915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楊詠琇 波力后綜

1115318909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林心如 林嘉鈴

1115318909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陳焮如 林嘉鈴

11153189283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莊珈瑜 莊珈瑜

1115319002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謝宜岑 台電金甌

1115319002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林佩縈 台電金甌

1115319002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鄭安茜 台電金甌

1115319002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陳宣妮 台電金甌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黃苡晴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黃沛晨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羅宇晴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池宥融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林妤璇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鄭熙穎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8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游喻婷 波力后綜

11153191286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李筠雅 波力后綜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沈俞汎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女單 李姿賢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788 單打 高中組女單 蘇恩婕 新北高工

11153193974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郭彥琦 后綜高中

11153194491 單打 高中組女單 鄭淽云 雲林縣

高中組男單 共44組

111531783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鍾嘉育 宜蘭高中

1115318053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顗太 協同中學

11153181894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蔣善宇 大園國際高中

11153183367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君豪 陳君豪

11153183604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馬柏廷 Mcvs

11153184384 單打 高中組男單 王榮瑋 王榮瑋

1115318478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邱午勝 邱午勝

11153184855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威綸 ARKY

1115318807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蔡宗佑 治平高中

11153189836 單打 高中組男單 王柏森 華江高中

1115318998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郭曜宇 羽部金人

11153190405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林恆毅 羽部金人

1115319048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昱誠 竹林中學

11153190977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張睿宬 無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張宇量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廖禹銘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葉作詮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蘇偉誠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蘇育任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邱鈺修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黃靖皓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安奇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杜勁霆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施柏丞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葉家銨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宗佑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沈昶廷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78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張期平 新北高工

1115319178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冠禔 新北高工

1115319178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李彥琳 新北高工

1115319178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楊尚諺 新北高工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頎修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洪翊碩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詹子勤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陳奕中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李承遠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鄧福慶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余秉澤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張毅謙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90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楊善守 楊善守

11153193414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李峻銘 無

11153193806 單打 高中組男單 章耘鎧 百齡高中

11153193848 單打 高中組男單 廖品誌 竹林高級中學

11153193974 單打 高中組男單 林毅承 無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共6組

11153179654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廖元齊 嘟嘟家族 葉俊年 嘟嘟家族

11153183682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黃堯琳 不黃多讓 曾文男 不黃多讓

11153185665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洪志文 李寧羽球 黃鴻翔 李寧羽球

11153185692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蔡英哲 合作隊 張哲嘉 合作隊

11153193955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徐聖明 潤霈生技 楊文明 潤霈生技

11153194325 雙打 一般100歲以上組男雙 饒瑞岱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啟勛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共10組

1115318720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張珈瑄 德翹邁特 王羚 新苗羽球

1115318929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董庭諭 董庭諭 陳盈諭 董庭諭

11153190967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何欣容 老鼠蟑螂 莊庭語 老鼠蟑螂

1115319330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廖婕妤 中租大同 童婕茵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丹欣儒 中租大同 林千又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張心俞 中租大同 呂思穎 中租大同

11153193982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游美儒 北商大 莊捷伃 高市新莊

11153194179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陳姿伃 沒有單位啦 籃子晴 沒有單位啦

1115319456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陳奕昕 優乃克 黃若棋 優乃克

1115319467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女雙 蔡云綺 國北教大 謝曜如 國北教大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共35組

11153178847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甄國佑 長榮航空 呂雲聲 長榮航空

11153179654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張顥瀚 嘟嘟家族 王畇凱 嘟嘟家族

11153182775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林長佑 林長佑 邱子杰 林長佑

11153183093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彭維德 無 楊宗憲 無

1115318475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林勁廷 林鑫廷

11153185473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謝岳展 羽部金人 郭文欽 羽部金人

11153185554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賴仕偉 僑平國小 陳慶峰 僑平國小

11153185839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李承翰 無 翁名緯 無

11153187494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袁安麒 無 李長翰 無

11153188915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林伯鴻 波力后綜 楊子縉 波力后綜

1115318999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蕭文堯 蕭文堯 陳敬喆 蕭文堯

11153190060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麥沛賢 無 張原種 無

1115319106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黃泯皓 目標一輪遊 吳邦愷 目標一輪遊

11153191455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羅允琦 噹噹羽球 朱彥睿 噹噹羽球

11153191455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何晉豪 噹噹羽球 吳朝瑩 噹噹羽球

1115319247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高瑞璠 力積電東泰高中 林鶴財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許鳴軒 力積電東泰高中 葉峻榮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梁宇鴻 力積電東泰高中 彭柏叡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張冠閎 力積電東泰高中 張竣釉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772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余鍵亨 Garmin 江紋慈 Garmin

11153193119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賴柏均 晨禎營造 李旻翰 晨禎營造

11153193282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李正祥 尖銳西有限公司 廖俠 尖銳西有限公司

11153193307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沈勇魁 沈勇魁 劉健海 沈勇魁

11153193399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陳綺紳 玄峰體育 吳晟瑋 玄峰體育

11153193399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謝冠益 玄峰體育 葉胤 玄峰體育

1115319380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簡昱安 百齡高中 孫顗諾 百齡高中

1115319380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黃暐翔 百齡高中 黃繼田 百齡高中

1115319387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李君毅 無 陳冠霖 無

11153193932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呂柏廷 銘傳大學 陳柏勳 銘傳大學

1115319409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張晉嘉 響地音樂 紀奕璿 響地音樂

11153194218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吳上文 優迪實業 林建璋 優迪實業

1115319433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趙聲泓 國防醫學院 許庭嘉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336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洪紹恩 國防醫學院 高毓家 國防醫學院

11153194434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陳冠朋 無 卓國雄 無

11153194602 雙打 一般49歲以下組男雙 王俊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吳旻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共8組

11153187206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張珈瑄 德翹邁特 王羚 新苗羽球

11153190386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曾怡雯 OO 黃亞蝶 XX

11153190673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曹雯惠 啵蛋 劉欣姿 啵蛋

11153190967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何欣容 老鼠蟑螂 莊庭語 老鼠蟑螂

11153191383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江穎慧 個人 陳逸娟 個人

11153191516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尤雲俐 鍾采蒨

11153193133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楊采璇 成功大學 陳品穎 成功大學

11153194651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女雙 陳泳寧 抱大腿 羅莉婷 抱大腿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共12組

11153184259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張瑋倫 妙修素食 林亦祥 妙修素食

11153185971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蕭凡鈞 跑單幫 楊硯為 跑單幫

11153188441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張證擇 陽光羽球團 鄭光辰 陽光羽球團

11153190528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簡裕欣 簡楙坤 簡楙坤 簡楙坤

11153193046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徐百鍊 臺大醫院 吳秉儒 臺大醫院

11153193399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林恩玄 玄峰體育 謝冠益 玄峰體育

11153193957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李赫承 宜蘭縣羽球委員會 黃秋銘 宜蘭縣羽球委員會

11153193957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鄭正宏 羅東鎮羽球委員會 簡正明 羅東鎮羽球委員會

11153193957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黃永仁 蘇澳鎮羽球委員會 詹博勝 蘇澳鎮羽球委員會

11153194434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卓國雄 無 陳冠朋 無

11153194540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賴俊瑋 台灣應材 魏晨祐 台灣應材

11153194860 雙打 一般50歲以上組男雙 林學宏 優迪實業 林建璋 優迪實業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共15組

11153183052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邱柏罡 練肖威 周子硯 練肖威

11153183681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楊驥 邁優科學訓練 楊騏 邁優科學訓練

11153184362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周東叡 一般組 李憲政 一般組

11153185967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黃炯臻 個人 羅捷 個人

11153189798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魏彥翔 94戰力強 陳森懋 94戰力強

11153191320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林琪皓 小長春 黃冠叡 小長春

11153191320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陳緯 小長春 廖柏凱 小長春

11153191514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黃世成 謝智勝

11153192407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楊景鈞 蓋夏姆姆 鄭秉睿 蓋夏姆姆

11153192568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洪哲偉 良泰 劉孟奇 良泰

11153193399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葉胤 玄峰體育 林恩玄 玄峰體育

11153194088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蕭鈞之 土城羽球團 王仁甫 土城羽球團

11153194325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謝沐翰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思漢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53194325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朱祥楷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仲操 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53194545 雙打 一般60歲以上組男雙 薛慶龍 LI-NING 羽耀國際體育 林冠廷 LI-NING 羽耀國際體育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共6組

11153185281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彭怡憓 新北市頭湖國小 黃婉鈴 新北市頭湖國小

1115318544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龔盈樺 力羽美 翁秋英 力羽美

11153185794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張瓊華 昌龍 侯宇芬 昌龍

11153186058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王孚蕙 王孚蕙 胡睿甯 王孚蕙

11153187854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陳思因 個人 邱欣姿 個人

11153194088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女雙 丁彥芳 土城羽球團 陳香宇 土城羽球團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共22組

1115317800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劉俊廷 水優 張欣正 水優

11153178168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張靖彬 想隊名好頭痛 嚴文旌 想隊名好頭痛

11153178797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陳韋凱 江浩晨 江浩晨 江浩晨

11153180023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賴建良 週日羽球隊 張書桓 週日羽球隊

11153181830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曾威翔 HCL輕羽飛揚 汪志愷 HCL輕羽飛揚

1115318305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王漢麒 練肖威 劉重佑 練肖威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黃志文 合作隊 黃國震 合作隊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藍振豪 合作隊 李炯衛 合作隊

11153185307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游家和 力羽美 洪士豪 力羽美

11153188324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詹勝傑 義覺企業 張書銘 義覺企業

11153190160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林國立 羽道館 許宏維 羽道館

11153190177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彭海峰 杯盃複合館 羅仁豪 杯盃複合館

11153190260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胡志清 WTouch Finance 周韋廷 中菲電腦

11153190376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杜彥璋 杜彥璋 陳思翰 陳思翰

1115319094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林彥廷 古風生技 劉俊宏 古風生技

11153192120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張毓滺 Yu羽球俱樂部 蔡宗軒 Yu羽球俱樂部

11153192558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劉孟奇 和泰興業 洪哲偉 和泰興業

1115319300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謝偉哲 藍偉元 藍偉元 藍偉元

11153194507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鄭閎彧 9478 林浚彰 9478

11153194545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張家晟 無 李建緯 LI-NING 羽耀國際體育

11153194561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王信翰 TPTS 梁峻銘 TPTS

11153194622 雙打 一般70歲以上組男雙 蔡秉融 小人物羽球 許智銘 小人物羽球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共13組

11153178623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劉俊宏 承影含光 林彥廷 承影含光

11153181830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汪志愷 HCL輕羽飛揚 曾威翔 HCL輕羽飛揚

11153183052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王漢麒 練肖威 劉重佑 練肖威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李炯衛 合作隊 藍振豪 合作隊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張世宗 合作隊 韋瑋明 合作隊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黃國震 合作隊 王仁佑 合作隊

11153185194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林秉鋒 LBF 李金源 LBF

11153185307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洪士豪 力羽美 游家和 力羽美

11153185526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蘇勇豪 誰羽爭鋒 林建成 誰羽爭鋒

11153185665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陳永偉 李寧羽球 楊宏偉 李寧羽球

11153190160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許宏維 羽道館 蔡宏明 羽道館

11153191513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陳芝來 夏果 陳昱丞 夏果

11153192120 雙打 一般80歲以上組男雙 吳明佳 Yu羽球俱樂部 王元倫 Yu羽球俱樂部

一般90歲以上組女雙 共3組

11153181315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女雙 王玟瑛 個人 邱玉婷 個人

11153185442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女雙 龔盈樺 力羽美 翁秋英 力羽美

11153193715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女雙 渡邊しのぶ 中川珠美 中川珠美 中川珠美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共13組

11153178623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吳秋樵 承影含光 謝明祥 承影含光

11153178623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王勝雄 承影含光 劉秉鈞 承影含光

11153179654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葉俊年 嘟嘟家族 賴振銘 嘟嘟家族

11153183123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楊宗翰 葉哲麟 葉哲麟 葉哲麟

11153184124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黃志文 合作隊 蔡英哲 合作隊

11153185471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賴芳信 星期一球隊 廖國秀 星期一球隊

11153185665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楊宏偉 李寧羽球 陳永偉 李寧羽球

11153185665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黃鴻翔 李寧羽球 洪志文 李寧羽球

11153190160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梁志明 羽道館 蔡宏明 羽道館

11153190602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周燕山 豐收 吳宗耘 豐收

11153191513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陳昱丞 夏果 陳芝來 夏果

11153193462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沈勇魁 海馬 劉健海 海馬

11153193950 雙打 一般90歲以上組男雙 謝雨辰 祁邁國際有限公司 陳文彬 祁邁國際有限公司

國中組女雙 共36組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連采瑾 江翠國中 謝宜霖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張簡宇涵 江翠國中 林珈妤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張詠晴 江翠國中 賴姵霓 江翠國中

1115318673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林汏紝 合庫飛樂豐原 蔣詠善 合庫飛樂豐原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林若璇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黃詩涵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邱沛妮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吳珮辰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廖子晴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葉芷妍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申欣靄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鄭羽均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洪語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洪亦萱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蕭鈴霓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黃詩淇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891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廖予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高品岑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153189041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陳玉玹 台東新生國中 陳品妃 台東新生國中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陳品伃  土銀All in光明 王立亘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鍾聿昕  土銀All in光明 王奕涵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王于瑄  土銀All in光明 黃文誼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林芸安  土銀All in光明 陳翊菲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張瓅心 土銀All in光明 劉佳恩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吳可凡 土銀All in光明 鐘晨心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女雙 王泠又 土銀All in光明 官聲妍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蔡依潔 合庫泰北高中 邱喬縈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鄭如庭 合庫泰北高中 許斯涵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陳誼瑄 合庫泰北高中 李佳宸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張庭瑜 合庫泰北高中 陳宜蓁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李妍妍 合庫泰北高中 嚴予晴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吳俞臻 雲林縣斗南高中 李沛青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李芸瑄 亞柏日香營北 張藝勳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853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吳語晴 新北頭前國中 林靖庭 新北頭前國中

11153192491 雙打 國中組女雙 吳昀臻 萬和國中 陳希慈 萬和國中

11153192491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杞凱芸 萬和國中 何羽飛 萬和國中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趙湘庭 合庫北市中山 胡祐瑄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邱薇臻 合庫北市中山 黃康晴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邱莉雯 合庫北市中山 卓沛憙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陳昱熹 合庫北市中山 陳欣彤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王云妤 合庫北市中山 曾琪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女雙 歐蕓瑋 合庫北市中山 陳俐安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4227 雙打 國中組女雙 何恩琦 合庫飛樂豐原 曾彥臻 合庫飛樂豐原

國中組混雙 共6組

11153188135 雙打 國中組混雙 劉俊涵 東興國中 彭經綸 東興國中

11153189986 雙打 國中組混雙 高毓涵 文山國中 張兆勝 文山國中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混雙 黃冠憲 亞柏日香營北 李芸瑄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混雙 陳玠佑 亞柏日香營北 張藝勳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2298 雙打 國中組混雙 林晨凡 北市民權 吳語喬 北市民權

11153194326 雙打 國中組混雙 黃若維 久樘南陽 楊奕宏 明泰電信華盛頓中學



國中組男雙 共41組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涂睿豪 江翠國中 蔡承洋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陳承廷 江翠國中 張鈞賀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劉秉霖 江翠國中 廖峙瑋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蔡震禹 江翠國中 陳羿均 江翠國中

1115317747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蔡勝鈞 江翠國中 林宸樂 江翠國中

11153183767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潘文昊 淡水國中 陳楷崴 淡水國中

1115318982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徐敬洋 中租西湖 賴衍中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郭喆豫 中租西湖 錢祺云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林佑柏 中租西湖 彭濬緯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于承瑋 中租西湖 黃振軒 中租西湖

1115318982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張宥楠 中租西湖 黃振峯 中租西湖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王祐勝 土銀All in光明 葉宇軒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陳冠華  土銀All in光明 黃子宸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陳翊恩 土銀All in光明 劉智洧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黃宥樺 土銀All in光明 張宇喬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林侑陞  土銀All in光明 黃浩瑋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官聲佑  土銀All in光明 黃則燊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李丞浩 土銀All in光明 李銘川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022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楊介丹  土銀All in光明 李翊揚  土銀All in光明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葉作豊 合庫泰北高中 陳秉軒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顏晧宇 合庫泰北高中 林辰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鄭以樂 合庫泰北高中 藍崇睿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黃靖翔 合庫泰北高中 陳柏穎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林睿榮 合庫泰北高中 鄭鳴聖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王世荏 合庫泰北高中 朱品諺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蔡家威 合庫泰北高中 鄭宇哲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沈裕恩 雲林縣斗南高中 蘇丞浩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魏尚昆 亞柏日香營北 吳承樺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張鶴嚴 亞柏日香營北 趙子宏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張非力 亞柏日香營北 王竣民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陳玠佑 亞柏日香營北 黃冠憲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陳奕誠 亞柏日香營北 施祐珵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1549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蔡子元 亞柏日香營北 王念丞 亞柏日香營北

1115319219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鄧聖民 力積電竹東國中 詹閎宇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2194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杜念陵 力積電竹東國中 賴威豪 力積電竹東國中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鄭陳謙 合庫北市中山 黃子銨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許廷聿 合庫北市中山 楊子文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3166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朱宇韜 合庫北市中山 游永庭 合庫北市中山

11153194513 雙打 國中組男雙 楊哲竣 龍山國中 張筆翔 龍山國中

11153194513 雙打 國中組男雙 王柏勝 龍山國中 陳彥甫 龍山國中

11153194671 雙打 國中組男雙 張兆勝 文山國中 王紹宇 文山國中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共14組

1115318266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陸湘紜 新北金龍國小 陸湘恩 新北金龍國小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饒若琪 瑞埔國小 楊媞安 瑞埔國小

1115318879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陳雨蔓 北市中山國小 陳奕心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陳妍臻 新北文德 林宇夏 新北文德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鄭詠丹 新北市麗林國小 凃思宇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黃梓瑄 新北市麗林國小 薛稟妍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曾婕熙 新北市麗林國小 蔡宇晴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吳采蓁 新北市麗林國小 張皓婷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呂奕蓁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蘇祺媗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3840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林咏妡 桃市仁和國小 王薏晴 桃市仁和國小

11153194058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陳翎茜 松林國小 劉妍婷 松林國小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林宥萱 亞光南陽 黃子容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李亭萱 亞光南陽 吳羿箴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雙 朱宸慧 亞光南陽 王于安 亞光南陽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共22組

11153182934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彭奕中 興隆國小 彭奕愷 興隆國小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李承祐 樹林國小羽球隊 蔡睿桀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張勝棠 樹林國小羽球隊 楊定嶧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梅庭維 新北頭前國小 李子力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379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梁宸煾 新北頭前國小 陳星齊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591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郭聿宬 幸安國小 蔡尚諺 幸安國小

11153186573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方鈞杰 翔躍中市永寧 方鈞宇 翔躍中市永寧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賴冠霖 瑞埔國小 傅澤瑋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張尹恩 瑞埔國小 羅宇祥 瑞埔國小

11153188098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黃晨瑞 台北市民生國小 黃尹燦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79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呂侑羲 北市中山國小 陳佾慊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劉昶渝 中原國小 吳禹瑭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許奇恩 中原國小 邱宥翔 中原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廖晨聿 新北市麗林國小 黃奇彥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賴謝程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顏均翰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273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陳立恩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邱仲緯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黃又翔 桃市錦興 陳翊文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陳浩哲 桃市錦興 羅聖喆 桃市錦興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劉承勛 亞光南陽 王景義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李燿宇 亞光南陽 李書宸 亞光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邱品翰 亞光南陽 羅品睿 亞光南陽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江迦勒 大鵬國小 卓祐霆 大鵬國小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共39組

1115318351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古艾可 興隆國小 張倢熒 興隆國小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冠穎 樹林國小羽球隊 賴禹彤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79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韋彤 新北頭前國小 蘇玟 新北頭前國小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蘇品芸 瑞埔國小 張湘婕 瑞埔國小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劉芯語 瑞埔國小 張鉯喬 瑞埔國小

1115318809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莊貽媗 台北市民生國小 吳芊瑩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趙千瑛 台北市民生國小 黃晨瑜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09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蔡璨羽 台北市民生國小 黃梓桐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43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楊又柔 興隆國小 范莘亞 興隆國小

1115318909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吳苗綺 林嘉鈴 宋語恩 林嘉鈴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黃乙恩 新北文德 劉子慧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簡翊芯 新北文德 汪維朗 新北文德

1115319095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吳喬茵 崇學國小 邱暐嬡 崇學國小

1115319095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張瑞芯 崇學國小 郭丞芯 崇學國小

1115319095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林芷妘 崇學國小 詹詠甯 崇學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黃品芮 中原國小 王品涵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邱宥榛 中原國小 張靖童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范可潔 中原國小 張榆旋 中原國小

111531915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郭芝均 飛迅南市文化 詹婕妤 飛迅南市文化

1115319157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梁語倢 新北大豐 呂亞彧 新北大豐

1115319184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蜜亞 桃市大溪國小 楊瀅瑄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184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巧亘 桃市大溪國小 林淳妮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杜欣霓 新北市麗林國小 萬如忻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張詠恩 新北市麗林國小 邱湘予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俞彤 新北市麗林國小 陳韻涵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洪瑋然 新北市麗林國小 謝亞芮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405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高嘉淇 松林國小 陳佳儀 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李羽婕 桃市錦興 黃靖恩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黃詩茜 桃市錦興 張紓瑄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王子晏 桃市錦興 謝晏禎 桃市錦興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卓媛心 大鵬國小 江書亞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巫沛函 大鵬國小 陳沛瑜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陳俞安 大鵬國小 陳嫚青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林品妤 大鵬國小 楊潔莘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蘇品伃 大鵬國小 徐晨媛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彭子寧 大鵬國小 詹欣霏 大鵬國小

1115319459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王韻涵 新北崇德 莊采璇 新北崇德

1115319459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許可蓁 新北崇德 李采璇 新北崇德

1115319459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雙 詹又衡 新北崇德 黃宣蓉 新北崇德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共59組

1115318131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鈞皓 北市日新 黃可樂 北市日新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莊凱丞 樹林國小羽球隊 張勝彥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陳瑋浩 樹林國小羽球隊 楊定學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36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李庭和 樹林國小羽球隊 陳彥霏 樹林國小羽球隊

1115318591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蔡尚祐 幸安國小 郭繕綸 幸安國小

1115318591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郭齊岳 幸安國小 張鉅昇 幸安國小

1115318680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徐永泰 瑞埔國小 何寬旭 瑞埔國小

1115318809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林元適 台北市民生國小 林元定 台北市民生國小

1115318815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林裕喬 興隆國小 李恩碩 興隆國小

1115318815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錢宥昇 興隆國小 黃奕晨 興隆國小

111531887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謝黃凱煜 北市中山國小 胡博研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李畇冠 北市中山國小 陳奕丞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79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鄭人竣 北市中山國小 鄭陳鴻 北市中山國小

11153188979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劉勁彥 宜縣成功 黃守誠 宜縣成功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顏已茗 新北文德 洪少書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邑瑞 新北文德 許程祐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益誠 新北文德 許惟軒 新北文德

1115318998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邵捷 新北文德 游智翰 新北文德

1115319095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蔡秉倫 崇學國小 陳星睿 崇學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齊胤崴 中原國小 嚴敘丞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陳泓瑞 中原國小 蕭冠霖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晉佑 中原國小 許品澤 中原國小

111531911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王人禾 中原國小 高鼎騏 中原國小

1115319157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余品毅 新北大豐 林翃震 新北大豐

1115319157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王光熙 新北大豐 黃柏銓 新北大豐

1115319184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吳丞鴻 桃市大溪國小 高品川 桃市大溪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藍梵恩 新北市麗林國小 廖宏源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鄭力嘉 新北市麗林國小 郭展佑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哈瑞恆 新北市麗林國小 陳星宇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馬至新 新北市麗林國小 薛稟軒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余承陽 新北市麗林國小 張佑丞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47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黃昱翔 新北市麗林國小 陳彥愷 新北市麗林國小

1115319273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宭瑞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莊逸群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15319375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游家竹 會稽國小 邱繼樂 會稽國小

11153193863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楊鎮宇 玄峰體育 吳峻宇 玄峰體育

1115319396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蔡明兆 阿銘羽球教室 張軒予 阿銘羽球教室

1115319405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人仁 竹縣松林國小 盧德謙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孫翊暟 竹縣松林國小 蔡秉倫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5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張仰皓 竹縣松林國小 梁桎熏 竹縣松林國小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廖御喬 桃市錦興 葉作巖 桃市錦興

1115319406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曾亮雲 桃市錦興 鍾柏羽 桃市錦興

1115319423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李品安 板橋國小 陳泓宇 板橋國小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朱唐毅 久樘南陽 廖育慶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林品旭 久樘南陽 武靖恩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莊禾楙 久樘南陽 吳承璟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白家澤 久樘南陽 李育承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林宗賢 久樘南陽 廖德諺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劉蕎毅 久樘南陽 王百謙 久樘南陽

1115319432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梁孟淵 久樘南陽 潘裕凱 久樘南陽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呂宥纓 大鵬國小 李宥呈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李承祐 大鵬國小 李柏漢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林祐豪 大鵬國小 楊肯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廖宜希 大鵬國小 劉安軒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辛尹同 大鵬國小 黃亮維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曾柏諺 大鵬國小 鄭加宏 大鵬國小

1115319438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雷軼鈞 大鵬國小 廖軒佑 大鵬國小

1115319456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洪晨揚 南郭國小 曾宇民 南郭國小

1115319456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廖紹丞 南郭國小 許益嘉 南郭國小

1115319456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雙 黃冠璋 南郭國小 郭于綸 南郭國小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共8組

1115318350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吳宣佩 景文科大 周仲庭 萬萘荋輔仁大學

11153190026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黃姿菱 台電金甌 謝宜恩 台電金甌

1115319227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夏禎旎 呼風喚羽 廖梓貽 台體大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廖婕妤 中租大同 童婕茵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張心俞 中租大同 呂思穎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丹欣儒 中租大同 林千又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陳玫蓁 中租大同 陳宥蓁 中租大同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女雙 蔡旻其 永健生技國體大 陳羽萱 永健生技國體大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共31組

1115318138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蘇致豪 久奈司 張稚鑫 李寧羽球

1115318512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蘇柏瑋 台科大鬼殺隊 徐以倫 徐以倫

11153185449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余俊賢  余承翰  

11153185839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楊上封 無 翁梓恆 無

1115319132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凃凱勝 長春聚達創投 張世穎 長春聚達創投

11153191455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羅允琦 噹噹羽球 朱彥睿 噹噹羽球

11153191455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何晉豪 噹噹羽球 吳朝瑩 噹噹羽球

1115319154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陳子傑 虎尾科大 李長龍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楊凱安 力積電東泰高中 陳昕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謝其穎 力積電東泰高中 趙梓愷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謝承翰 力積電東泰高中 陳建霖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47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朱祐葳 力積電東泰高中 張原齊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楊承澔 中租大同 張軒瑀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王意鑫 中租大同 王啟嘉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周宥翔 中租大同 黃一家 中租大同

11153193300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洪紹中 百齡高中 陳雋澔 中租大同

11153193806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簡昱安 百齡高中 黃繼田 百齡高中

11153193806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孫顗諾 百齡高中 黃暐翔 百齡高中

1115319406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王柏森 海豹部隊 劉佳蔚 海豹部隊

11153194259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劉佳峰 UNKNOW梵爾斯 魏道豪 UNKNOW梵爾斯



11153194422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龍澔 優迪實業 盧威志 優迪實業

11153194508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侯思維 老頭擺 余羽 老頭擺

11153194526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陳雨桐  張暐綸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高弘恩 永健生技國體大 趙  磊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羅晨瑋 永健生技國體大 陳柏元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朱梓誠 永健生技國體大 陳又綸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張士杰 永健生技國體大 盧煒璿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陳誠 永健生技國體大 柯子揚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陳韡杰 永健生技國體大 李貫倫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1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沈詩勳 永健生技國體大 江新憲 永健生技國體大

11153194631 雙打 專業30歲以下組男雙 鄭允傑  羽耀國際體育 陳昱維  羽耀國際體育

高中組女雙 共13組

11153185063 雙打 高中組女雙 許芮苡 台電金甌 王宥筑 台電金甌

11153188915 雙打 高中組女雙 鐘珮云 波力后綜 薛安雅 波力后綜

11153188915 雙打 高中組女雙 楊詠琇 波力后綜 邱羽星 波力后綜

11153189096 雙打 高中組女雙 吳貞稹 林嘉鈴 伍莊佳穎 林嘉鈴

11153190026 雙打 高中組女雙 陳宣妮 台電金甌 謝宜岑 台電金甌

11153190026 雙打 高中組女雙 林佩縈 台電金甌 鄭安茜 台電金甌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女雙 徐瑄憶 合庫泰北高中 林妤潔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女雙 陳黎薰 合庫泰北高中 黃靖淳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女雙 蔡立妤 合庫泰北高中 鄭暄穎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女雙 李雨樺 合庫泰北高中 蔡立婕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86 雙打 高中組女雙 游喻婷 波力后綜 黃冠綾 波力后綜

11153191286 雙打 高中組女雙 薛伊涵 波力后綜 李筠雅 波力后綜

11153191541 雙打 高中組女雙 李沛青 雲林縣斗南高中 沈俞汎 雲林縣斗南高中

高中組混雙 共5組

11153188915 雙打 高中組混雙 李政澔 波力后綜 邱羽星 波力后綜

11153191004 雙打 高中組混雙 黃冠綾 后綜高中 賴聖璋 無

11153191286 雙打 高中組混雙 林家禾 波力后綜 張家毓 波力后綜

11153193974 雙打 高中組混雙 郭彥琦 后綜高中 林毅承 無

11153194185 雙打 高中組混雙 鄧喆 靜心高中羽球社 莊馥瑄 靜心高中羽球社

高中組男雙 共27組

11153188915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李政澔 波力后綜 林伯鴻 波力后綜

1115318932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許慈佑 瀛海中學 黃彥瑾 台南二中

11153190977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林家禾 無 賴聖璋 無

11153190977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張睿宬 無 林恆毅 無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鄭宇晏 合庫泰北高中 陳冠郁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劉宇哲 合庫泰北高中 李文喆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黃晟愷 合庫泰北高中 呂承哲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陳豊錡 合庫泰北高中 林宥翔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252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劉宸言 合庫泰北高中 許旻翰 合庫泰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張家和 雲林縣斗南高中 蔡尚宥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沈橙侑 雲林縣斗南高中 廖家緻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陳韋翰 雲林縣斗南高中 蔡岳霖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541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李宥勳 雲林縣斗南高中 連禹翔 雲林縣斗南高中

11153191788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黃彥凱 新北高工 高宏斌 新北高工

11153191788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曾竑鈞 新北高工 石聖恩 新北高工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陳昕 力積電東泰高中 楊凱安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謝其穎 力積電東泰高中 趙梓愷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謝承翰 力積電東泰高中 陳建霖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張原齊 力積電東泰高中 朱祐葳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林鶴財 力積電東泰高中 高瑞璠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梁宇鴻 力積電東泰高中 彭柏叡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張竣釉 力積電東泰高中 張冠閎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葉峻榮 力積電東泰高中 許鳴軒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2249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方喆禹 力積電東泰高中 余秉澤 力積電東泰高中

11153193806 雙打 高中組男雙 陳柏維 百齡高中 蔡睿航 百齡高中

11153193806 雙打 高中組男雙 蔣汶宸 百齡高中 章耘鎧 百齡高中

11153194185 雙打 高中組男雙 林子喻 靜心高中羽球社 鄧喆 靜心高中羽球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