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號 組別 項目 隊名1 選手1 選手2 選手3 選手4 選手5 選手6 選手7 選手8

大專女子乙組 共9組

11053117527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輔仁大學 鄭依娟 蔡郁安 陳約慈 黃嘉怩 陳奕瑄 陳懿慧 林于筳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僑光科大 朱苡慈 吳淑瑩 吳彗瑜 楊博雯 林家旗 姜美華

11053122252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國北教大乙羽 邱冠穎 廖珮甄 謝曜如 蔡云綺 王岑娜 周易謙

11053122371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長庚大學 沈欣儒 黃欣慈 李弈萱 謝欣蓓 張岑語 陳佳淇 許芷菱 陳玟心

11053122688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姵蓉 周孟平 鄭婷如 陳詩梅 鄭煜姍 郭昱廷

11053122794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勇源文大一般組 康定慈 王旻怡 郭贇熙 李纤緣  黃莉婷 蕭伃㚬 鍾欣詒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A 周子娟 李宜蓁 許芝瑜 李研潔 陳凱亭 吳惠文 黃昱瑄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B 郭馥瑄 潘雅玲 陳品妤 趙子喬 陳欣汝 陳佳妤 姜沛琪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 國立中興大學 張家嘉 林憙愛 楊介萌 周芷筠 莊宇鳳 周昕鈺 蘇心喬 王瑞涵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共13組

11053117242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明新科大 阮氏好 古家芸 江姿儀

11053117419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嘉義大學 仇楷禕 蔡佳恩 曾琬婷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僑光科大A 吳淑瑩 吳彗瑜 楊博雯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僑光科大B 姜美華 林家旗 朱苡慈

11053123514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中臺科大 張晏禎 葉如萱 黃資閔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A 趙子喬 陳佳妤 潘雅玲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B 陳凱亭 李宜蓁 許芝瑜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C 周子娟 陳品妤 陳欣汝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D 姜沛琪 吳惠文 郭馥瑄

11053126921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中原大學A 吳冠瑩 張晏瑀 洪筱鈞

11053126921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中原大學B 林芝歡 李玟俞 陳乙瑄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中興大學A 莊宇鳳 王瑞涵 林憙愛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女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中興大學B 蘇心喬 周昕鈺 周芷筠

大專女子甲組 共7組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台體大(極限)B 宋旻庭 田芷晴 王孟琳 廖梓貽 黃靖雅 施念慧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台體大(極限)A 黃依恩 鄭如嵋 楊沂庭 江品悅 邱可柔 鄭星綸

11053123856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 吳依倢 陸純青 劉虹妙 李惠如 周恩妃 江怡萱

11053123927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北市大 洪恩慈 許尹鏸 宋奕萱 李子晴 李佳馨 謝羽盈 林湘緹 楊育綺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國立體育大學 宋祐媗 王思敏 沈彥汝 葉思柔 羅錦雯 郭晏綺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臺灣師大 李品萱 賴慶卉 王信雩 梁家溦 楊穎琦 鄭佩倫 賴子彧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 國立高雄大學 李佳欣 江品嘉 曾郁棋 李毓芸 魏婉亦 林思雲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共13組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C 黃靖雅 田芷晴 王孟琳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B 黃依恩 廖梓貽 楊沂庭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A 邱可柔 鄭星綸 江品悅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D 宋旻庭 施念慧 鄭如嵋

11053123856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B 吳依倢 周恩妃 劉虹妙

11053123856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A 陸純青 李惠如 江怡萱

11053123927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北市大 許尹鏸 李佳馨 洪恩慈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A 葉思柔 羅錦雯 郭晏綺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B 王思敏 沈彥汝 宋祐媗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臺灣師大A 梁家溦 楊穎琦 王信雩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臺灣師大B 賴慶卉 賴子彧 李品萱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大學A 曾郁棋 林思雲 魏婉亦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女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大學B 李毓芸 江品嘉 李佳欣

大專男子乙組 共19組

11053115944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中原大學 陳沅康 陳則序 賴柏廷 林秉逸 盧暐勳 胡致嘉 韓孟勳 張棠文

1105311724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明新科大 林柏宇 張慶文 劉俊豪 黃祐淳 王俊霖 黃瑞宏 張黎晉福 李振瑋

1105311736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北教大乙羽 郭儀謙 戴光奕 江灝 宋其峻 陳冠齊 洪辰穎 劉宗旻 陳暉尹

11053117419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嘉義大學 林宗賢 廖翊安 林均達 謝忠佶 余尚鴻 鄭之鈞 林凱謚 張家誠

11053117565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淡江大學 王文陞 張祐綦 邱華菖 張培驊 周奕亘 劉珅有 吳冠霖 葉宏洋

11053117603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簡伯叡 陳進嶧 古家韋 江檀 許晉榮 柯元鴻 林天揚 楊徨麟

11053119679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臺北商大 吳定謙 林柏鋐 鄒宏明 郭芝達 蔡元振 李侑霖 陳威辛 賴柏端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僑光科大 吳嘉文 陳泓達 朱益緯 楊子魁 曾名造 白瑜宸 林奕彣 王聖瑋

1105312237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長庚大學 許傑祐 楊凱翔 林彥均 高大可 吳宥徵 胡開雲 黃熙鈞 李宇衡

1105312268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恆瑜 廖先翊 張顥瀚 周俊宏 蔡辰璋 王瑞禧 李宸宇

11053122794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勇源文大一般組 林雲昇 吳孟陽 游震桓 陳彥銘 張瑋倫 魏佑丞 吳庭均 林琮傑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長榮大學 李尚鵬 呂舶辰 林士涵 鍾志朋 洪偉峻 劉俊言 林俊佑

11053123583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品翔 葉其叡 巫源豐 高培元 鄭大為 梁竣庭 蔡和珉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A 陳昱宏 陳茀亨 沈博徵 林軍霖 黃鈺哲 謝曙光 蔡承諺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B 劉焯培 張允 黃文劭 黃柏諺 謝傳弘 王政揚 鄭翔元

1105312405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屏東科大 黃科淇 張玉明 周信元 謝承運 朱育昇 葉資君 洪彪筌 謝海喬

11053124089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臺灣大學 譚國慶 闕宏哲 陳奕伯 陳立人 鄒宗霖 劉安哲 李丞宇 陳傑皿

1105312418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大同大學 宋青翰 徐煒翔 王昱 林庠楚 蔡承翰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 國立中興大學 黃琳淞 陳宣志 李凡邑 林佳潁 段宜辰 許德兆 李秉恩 蘇首訓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共26組

1105311724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明新科大A 黃祐淳 李振瑋 張慶文

1105311724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明新科大B 林柏宇 吳晟瑋 張黎晉福

1105311724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明新科大C 楊東霖 周範豪 羅宇辰

11053117565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淡江大學A 周奕亘 王文陞 葉宏洋

11053117565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淡江大學B 邱華菖 劉珅有 張培驊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僑光科大A 林奕彣 曾名造 白瑜宸

11053120982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僑光科大B 楊子魁 陳泓達 吳嘉文

1105312237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長庚大學A 楊凱翔 胡開雲 林彥均

1105312237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長庚大學B 吳宥徵 許傑祐 高大可

11053122794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勇源文大一般組A 張世華 劉繼元 羅奕晟

11053122794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勇源文大一般組B 彭子杰 洪肇陽 莊森筆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長榮大學A 林士涵 洪偉峻 李尚鵬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長榮大學B 林俊佑 劉俊言 鍾志朋

11053123583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A 黃品翔 蔡和珉 梁竣庭

11053123583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B 高培元 葉其叡 巫源豐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A 謝耀光 謝曙光 黃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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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B 張允 黃柏諺 王政揚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C 林軍霖 陳昱宏 沈博徵

11053123960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D 陳茀亨 鄭翔元 蔡承諺

11053125387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屏東科大A 朱育昇 周信元 柯統予

11053125387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屏東科大B 張玉明 謝承運 葉資君

11053125387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屏東科大C 洪彪筌 黃科淇 謝海喬

1105312692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中原大學A 張棠文 韓孟勳 胡致嘉

11053126921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中原大學B 游竣文 林秉逸 陳則序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中興大學A 陳宣志 李凡邑 林佳潁

11053127176 團體 大專男子乙組三對三 國立中興大學B 許德兆 段宜辰 蘇首訓

大專男子甲組 共12組

11053114516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勇源文大 陳官凱 朱峻德 郭桓宇 江孟哲 廖廷杰 林明儒 柯良彥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台體大(極限)A 黃郁豈 王子傑 呂岳儒 葉崇昀 廖柏凱 邱相榤 楊竣丞 廖晁邦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台體大(極限)B 李訓諭 張兆鋐 劉家佑 龍澔 林后圻 簡君翰 羅哲誼 任奕超

11053117600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李寧力羽美高雄師大 陳羿仲 李彥呈 張行銓 林育潁 陳佳葆 陳韡承

1105311785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臺科大 劉佳峰 莊樸生 劉宥鵬 侯思維 蘇柏瑋 莊駿昌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長榮大學 陳正軒 蘇柏睿 莫祥靄 黃仲豪 羅唯譽 張俊裕 陳龍

11053123754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 王品堯 林子維 廖柏霖 古祥廷 沈憲誼 王楷森 喬彥傑 吳佳洋

11053123917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北市大 楊明哲 廖倬甫 蘇力揚 葉宏蔚 江建葦 李佳豪 李芳任 王伯崴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國立體育大學B 曾聖安 詹仁齊 張凱翔 曾秉強 王柏森 張瀞升 褚柏融 陳暉衡

11053124325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國立體育大學A 吳丞恩 李佳韋 盧明哲 蕭敦誠 趙  磊 黃品銜 陳柏元 賴建良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臺灣師大 張晉嘉 紀奕璿 黃顥 朱柏印 林芫平 李睿桓 徐子祐 吳宗擇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 國立高雄大學 黃彥儒 方柏勝 廖柏宇 李逢晟 陳碩冠 胡晧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共29組

11053114516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勇源文大A 朱峻德 廖廷杰 陳官凱

11053114516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勇源文大B 林明儒 柯良彥 江孟哲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D 任奕超 羅哲誼 林冠廷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E 張兆鋐 劉家佑 廖柏凱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C 葉崇昀 李訓諭 陳鉦升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A 廖晁邦 王子傑 邱相榤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B 呂岳儒 楊竣丞 黃郁豈

1105311742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台體大(極限)F 龍澔 簡君翰 林后圻

11053117600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李寧力羽美高雄師大A 陳羿仲 張行銓 陳佳葆

11053117600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李寧力羽美高雄師大B 陳韡承 李彥呈 林育潁

1105311785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臺科大 莊樸生 侯思維 蘇柏瑋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長榮大學A 陳龍 陳正軒 張俊裕

11053123558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長榮大學B 黃仲豪 羅唯譽 莫祥靄

11053123856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A 王楷森 王品堯 古祥廷

11053123856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一支獨秀羽球工坊台南大學B 林子維 廖柏霖 沈憲誼

11053123917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北市大 葉宏蔚 盧震 江建葦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A 盧明哲 賴建良 盧煒璿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B 李佳韋 蔡傑皓 蕭敦誠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C 曾秉強 羅晨瑋 張凱翔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D 吳丞恩 黃品銜 陳則儒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E 王柏森 陳柏元 趙  磊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F 陳暉衡 張瀞升 鍾昱凱

11053124313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體育大學G 陳培元 陳昱辰 田哲華

11053124324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王心緯 方柏淳 溫宸槿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臺灣師大A 林芫平 吳宗擇 葉鈞彰 

11053124357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臺灣師大B 張晉嘉 徐子祐 黃顥 

11053124894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萬萘荋輔仁大學 蔡向鈞 張育瑄 陳敬喆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大學A 方柏勝 胡晧翔 黃彥儒

11053126711 團體 大專男子甲組三對三 國立高雄大學B 廖柏宇 陳碩冠 李逢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