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號 組別 項目 選手1 衣服尺寸1 隊名1 選手2 衣服尺寸2 隊名2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共23組

1103210217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李妍潔 S

1103210400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莊珈瑜 L 竹光國中

1103210857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陳柏雯 2XS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劉慕伶 M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謝宓妍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方　綺 M 勇源治平

1103212088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陳怡伶 M

1103212357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李宛諭 M

1103212357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沈珮鈴 M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顏思涵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王思尹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盧詩涵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馬子玄 M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陳姵茿 M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99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黃羽薇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黃聖淳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黃筠媗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蔡幸臻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林頤 L 中租大同

1103212435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王瑋如 M

1103212621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邱郁喬 M

1103212686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林芊嬡 L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103212693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女子單打 陳妤榛 L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共97組

110329592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劉宥翔 M 1

110329701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勇霖 L

110329859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曾晉威 M

110329906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彥廷 M

1103210006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蘇翔澤 3XS

1103210099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簡于筌 M

1103210377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劉家瑋 L

1103210498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子瀚 M 31668

110321061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王榮瑋 XL

1103210759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沈子傑 L 樹德科技大學

1103210793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毓元 XL

1103210824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曾紘緯 L

1103210844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邱莅宸 L 輔仁大學

1103211088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柏嶢 L 1

1103211119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邱有為 L 無

1103211218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泳旭 L

1103211418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永欽 L 無

1103211802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洪研愷 2XL

1103211930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馬柏廷 M

1103211932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俊達 L

11032119323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勁廷 L

1103211933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饒恆 L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方俊凱 X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鍾宸謙 X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彥宏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少軒 X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承佑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蔡宗佑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施冠志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6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冠銘 XL 警專

1103212051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楊致維 XL

1103212063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鄭舒庭 L 輔仁中學

1103212063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聖文 L 輔仁中學

1103212075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朱淏澤 L

1103212088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許展嘉 L

1103212095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陈冠良 3XL

1103212106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泓羽 L

11032121733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楊開安 L

1103212176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鄭成鼎 M i單打

11032122263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邱健城 L

1103212255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薛宇恆 M 個人

11032122843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呂柏廷 3XL

110321230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鍾嘉育 XL 宜蘭高中

1103212307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吳柏寯 L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崇毓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侑維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謝懷友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游喆鈞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柏任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廖俊程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蕭順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419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郎彥鈞 M

11032124273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瑞衡 XL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余廣哲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賴睿宬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廖帷丞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王毅恩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蔡絜明 X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乙宙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禾昕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42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王書恆 XL

1103212471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王政諭 L

1103212505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嘉元 M 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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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12513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威辛 L

11032125136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廖建富 M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梁子睿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李易翰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盧冠銘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謝智賢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彥廷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泓維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澄宇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陳恩祤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皓睿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昱宇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靳士毅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周相宏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賴國勳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哲旭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1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義驊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7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亮禕 M

11032125762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游世秋 M 阿派虎台南大學

11032125951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健維 M

11032125958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黃聖傑 L 大園國際高中

1103212596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周俊宏 M 師範大學

1103212600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梁俊豪 M

11032126245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顏致家 XL 國立臺北大學

1103212636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童振睿 L 冶平高中

1103212636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許立宏 L 冶平高中

1103212636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施羽 L 冶平高中

1103212693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莊育瑞 M 瑞芳高工

1103212693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張唯恩 L

1103212693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林聿翔 L 瑞芳高工

11032126934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簡文玄 L 瑞芳高工

1103212702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羅允琦 L

11032127237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羅子翔 XL

11032127580 單打 一般組24歲(含)以下男子單打 倪謙 3XS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共10組

1103299872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劉淑雅 M

11032103115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鍾以璿 M

1103210527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林軒筠 S 神兵羽球隊

11032111092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游羽瑄 S

1103211994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黃姿菱 L

1103212431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何維真 L

1103212445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何孟秋 L

1103212445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鄭寗 L

1103212488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柯慧忻 M

1103212530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女子單打 曾湋茹 L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30組

110329257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楊硯為 L 羊羊

110329257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蕭凡鈞 L 羊羊

1103298832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周子硯 L

1103299400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思允 XL

11032104174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學宏 XL 大興汽車

11032106875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文宜 XL 宜佳珠寶

11032108150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鄒儒夙 XL 燿華電子

11032113295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彭晟瑋 M

11032113295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彭萬霖 3XL

1103211804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江灝 XL 國北教大

11032119493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柏淇 XL

1103211952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吳宗儒 L

1103211952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威廷 L

11032120495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魏彥翔 L 94戰力強

1103212057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武俊佑 L 一支獨秀

1103212085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建璋 L 宇奕體育

11032121351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廖富康 L

11032121601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禹昇 L

11032121766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德豪 XL i單打

1103212203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吳翊榮 L

1103212232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莊承運 S

1103212232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莊承寰 S 莊承寰

1103212308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蔡岳廷 M

11032124571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梁誌中 L

11032125051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鈞澤 M 中央大學

11032125749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蔡秉諺 XL

11032125764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偉豪 L

11032126187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王立維 S 長春聚達創投

11032126648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以周 2XL 長庚

11032126742 單打 一般組2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璽宏 L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15組

1103293150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吳恩迪 L

11032104174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柏廷 XL 大興汽車

11032113772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薛翰鴻 M

11032117909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行龍 L 小木

11032118799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莊佾勳 L 跑單幫

11032119863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施昱任 L 聯合大學

11032123784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甄國佑 L 長榮航空

11032123876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邱竣鼎 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5524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洪健倫 S 廣達

11032125767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鄭大為 L 郡陽宮財神爺爺

11032126124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邱宸鋒 L 無

11032126171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郭佳哲 L 葉氏悟羽

11032126631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高詮惟 L

11032126721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哲宇 M 政大校友羽隊



11032126806 單打 一般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葉恩銓 L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14組

1103298832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邱柏罡 L

1103299916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益瑞 L

11032103455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江浩晨 M

11032104282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俊儒 M HCL輕羽飛揚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子鴻 M 跑單幫

11032121502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冠宏 L 方式羽球

11032121607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葉家丞 2XL 羽食俱進

11032122439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江昇峰 XL

11032123100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國立 XL 羽道館

11032124625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建邦 XL 無

11032124900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昭安 L 1

11032124987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峻翔 L

11032125524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洪健倫 M 廣達

11032125764 單打 一般組3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吳昆澤 L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14組

11032100677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琨証 L

11032103186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楊仲達 XL 海歐羽球隊

11032105277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周文印 XL 神兵羽球隊

11032105277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彭增鈞 XL 神兵羽球隊

11032106311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峯正 L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鄭宇中 L 跑單幫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許家章 L 跑單幫

11032106969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士豪 L

11032119773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賴振銘 XL 永業

11032119880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曾智權 3XS JEFF羽球

11032120611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逢顯 XL

11032120756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王仲欣 XL 神兵羽球隊

11032122123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仁欣 M 哥倫布

11032125876 單打 一般組4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世國 XL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16組

1103291961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郭明勳 XL 就愛羽球

1103292521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擎天 XL

1103295398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謝孟佐 L 夏果羽球隊

1103296743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金興 3XL

1103299788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洪傳偉 M

11032105253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潘錫君 M

11032105277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守邦 L 神兵羽球隊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劉埕豪 XL 跑單幫

11032119756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徐肯吉 L

11032119843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證元 M

11032120372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謝友仁 L

11032121119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致霖 L 誰羽爭峰

11032121766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田文欽 L i單打

11032125425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晉陽 M 本人

11032125762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泰全 L YBT

11032127027 單打 一般組4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吳朝瑩 L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9組

1103298478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何士豪 XL 1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慶祥 XL 跑單幫

11032106837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辛炳燦 M 跑單幫

11032118730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周志潤 M 海神羽球隊

11032118730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立人 L 海神羽球隊

11032120198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高啟峰 XL 二高羽球

11032121766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白芳誠 M i單打

11032121766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洪光耀 XL i單打

11032123455 單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盧漢華 2XL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6組

1103292477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羅徵祥 XL 摩亞

11032118155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宗俊 XL J.J.club

11032120882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石有祥 XL

11032123455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盧漢華 2XL

11032125261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韓國靖 XL

11032126064 單打 一般組55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俊宏 M 北安羽球會館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4組

1103292486 單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賴文豪 L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032103538 單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龔振德 L

11032114945 單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朝基 M

11032117682 單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征賢 M LIFE俱樂部

國中組女子單打 共69組

1103294420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璇 S 羽翼漸豐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楊舒婷 M 淡水國中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潘文辰 M 淡水國中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游舒詠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許家僖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俽愉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品沂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張芸榕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莊喬涵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芸安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王立亘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鍾聿昕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翊菲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王奕涵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王于瑄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品伃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黃文誼 S 土銀Allim光明

1103210400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莊珈瑜 L 竹光國中

11032118665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芃玟 S

11032119437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趙忻 M 中華國中



11032119444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方　綺 M 勇源治平

1103212107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江宜芹 2XL

11032121719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昕妤 M 彰化縣埔心國中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俐安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王云妤 X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盛衍庭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蘇筱婷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江品萱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游婉妘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欣彤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曾琪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謝曉晴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沛諭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韓蓁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許藟薰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鄭雨婕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庭 S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劉欣奕 S 百福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蔡亞臻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葉芷妤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吳欣穎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裴雨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佑希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彥婷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929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冠穎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97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家溱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思璇 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沁亞 L 中租大同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黃苡晴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佳辰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許斯涵 S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鄭如庭 S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黃靖淳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邱喬縈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簡韻軒 M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522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洪語岑 M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洪亦萱 M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吳珮辰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李沂臻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68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袁歆茹 L

11032126956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黃少穗 S 康橋中學

11032127022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蔣詠善 S 久樘南陽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賴家淇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蔡磊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陳玟萱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林星宇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吳佳珈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張容榛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女子單打 許于婕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國中組男子單打 共141組

110329592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子景 XL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潘文昊 M 淡水國中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詹子賢 M 淡水國中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楷崴 2XL 淡水國中

110329659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宸宇 M 淡水國中

110329691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姜宥丞 M

110329807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饒恩齊 M 1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呂御瑋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加慶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葉作詮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少淵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洪浩倫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澈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楊祈恩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恆頎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子宸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楊介丹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宥樺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丞浩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官聲佑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葉作豊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藍崇睿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葉宇軒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銘川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王祐勝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侑陞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廖御安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則燊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冠華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儁愷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406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皓睿 L 林口國中

1103210424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少祺 XL

11032105327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品哲 M

1103210617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彭玠臺 XL 信義國中

1103210656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洪宇忠 L 宜昌國中

1103210656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馮柏恩 S 宜昌國中

1103211264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宋子榮 M

110321128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桐睿 L 仁武高中

110321128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育丞 L 仁武高中

110321128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蘇子勛 L 仁武高中

110321128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洪丞 M 鼎金國中



110321128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吳維宸 L 仁武高中

1103211819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顏于翔 S 清水國中

1103211850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旻翰 XL 營北國中

1103211850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冠閎 L 營北國中

1103211850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浚銨 L 營北國中

1103211850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騰敏 L 營北國中

1103211944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俊凱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施冠志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翊瑋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鉅恩 L 勇源治平

1103212067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家澤 S 麗山國中

1103212067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楊家愷 L 麗山國中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江宥澄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游永庭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溫廷樹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郭宥禾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姜睿宇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唐浩甄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楊長雄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昱甫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靖皓 L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鄭又睿 L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38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蘇愛格 L

1103212261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鍾沛岑 S 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游秉峯 S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承遠 L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竑智 L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弘志 L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子鈞 S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詹邵澤 L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運愷 M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翁翊珉 S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方谹道 S 百福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沛寬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柏羽 X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王彥惟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嚴棨焜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泓毅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章耘鎧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鄭楠勳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熊焌嵃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3004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曾柏任 S 台東培訓隊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謝宜恩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盧師緯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子祐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武甫雲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家樂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王彥翔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武禪觀 X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民輝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詹子頡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侑澔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宇淵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周鼎翔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蔡宇翔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淳柏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92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柏芮 L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明哲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宥均 XL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82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高暐喆 L 營北國中

11032123982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鶴嚴 S 營北國中

11032123989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吳承洋 S 中正國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邱鈺修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邱宥瑩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秉軒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鄭以樂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佑庭 X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謝又甯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江慶皓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辰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顏晧宇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靖翔 S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262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邱靖期 M 竹南國中

11032124262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品宏 M 竹南國中

1103212429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琮叡 L

1103212470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冠陞 XL

11032124736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張崴宥 XL

11032124757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彭啓涵 S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何宗彥 XS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巧偉 2XS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廖哲銳 S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劉庭宏 S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宜侒 XL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495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彥琳 L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5788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廖品誌 L 竹林國中

1103212609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郭癸宏 L

11032126142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利柏熹 M

11032126445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陳彥廷 L

11032126791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思維 M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崇瑋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趙益安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許忻宇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李洧濬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賴頌恩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劉威劭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楊少鈞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黃思維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吳宇洋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郭信甫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單打 國中組男子單打 林泳棋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共7組

1103296556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芯彤 XS

1103299134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紫丹 S 江貴微

11032106308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朱品嬛 XS 新北義學

11032117175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陸湘恩 XS 新北市金龍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吳岱蓉 3XS 中原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語恩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女子單打 蔡咏芯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共28組

110329689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嚴守序 S

1103298737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孫宇 2XS 台中市東海國小

1103210281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牧易 2XS 志清國小

1103210569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稚翔 3XS 北市福德國小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施禹辰 XS 北市福德

11032111554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戴浩全 3XS

11032114928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朱泓睿 2XS 日新國小

11032114928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可贊 2XS 日新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定宇 3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辰軒 3XL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裕恩 XS 錦興國小

11032119314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宇辰 2XS

1103212025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佑彬 3XS 新北裕民

11032120514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郭子睿 3XS

1103212359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楷威 2XS 個人

1103212373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奎二 XS

11032125148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永燁 M

11032125341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凃皓 XS 麗林國小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沈張佑安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耘安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泓叡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500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柏宇 S 七堵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立辰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康然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龔柏宇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尤昱威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葉冠君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一二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展榕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共20組

110329279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高勤涵 XS 竹縣興隆國小

110321171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陸湘紜 S 新北市金龍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卓殷珠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立晴 2XS 錦興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楊媞安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饒若琪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粘芷瑜 2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王薏晴 XS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402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紫丹 S 北勢國小

1103212534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凃思宇 XS 麗林國小

1103212593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曾灼華 2XS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鄭心妍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楊希恩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江怡霈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康予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蕴蓁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彭郁旻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家誼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葉品彤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女子單打 蒲貴妍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共64組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梁宸煾 2XS 頭前國小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子力 2XS 頭前國小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梅庭維 2XS 頭前國小

1103211492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朱洛潁 S 日新國小

110321171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恩睿 S 新北市金龍國小

1103211717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澄鴻 S 新北市金龍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福氣 2XS 新坡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盧朱桀 M 新坡國小

1103211757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宸墉 XS

1103211757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呂侑羲 S

1103211757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佾慊 XS

1103211759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顏翊全 S

1103211773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泊似 S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呂泊諒 2XS 新北大豐

1103211858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家昇 XS 昌平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又翔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羅聖喆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浩哲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9465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羽彥 S 湖口國小

1103211995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葉永清 3XS

1103212068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柏睿 3XS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尹恩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傅澤瑋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琦霖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睿騏 2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臣維 2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康言愷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徐梓騫 XS 會稽國小

1103212250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朱昊德 XS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禹瑭 XS 中原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亮均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富雄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益嘉 3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益銓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羅禹傑 3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汶哲 3XS 新北文德

1103212373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禕祐 XS

1103212398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岱恩 3XS 西門國小

11032124308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沈品勛 3XS 台北市濱江國小

11032124810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高子平 XS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方程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顏均翰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36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孫宇 2XS 台中市東海國小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宇喆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承祐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宥叡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定嶧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峰修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睿桀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胤凱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元愷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士哲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鐘傳凱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呂淳鴻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周鉅紘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彥棋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尤方翔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綨禕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信宏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郭哲宇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楷祐 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子維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藍傳智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單打 國小三年級組男子單打 裴家緯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共38組

110329684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沛琪 S

110329849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蔡羽宸 XL

110321022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妍希 L 台北市光復國小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周書帆 XS 北市福德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吳家榛 XS 北市福德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施宥妡 S 北市福德

1103211569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蔡璨羽 S 北市民生國小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梁語倢 2XS 新北大豐

11032118753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晨瑜 XS 民生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羽婕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靖恩 2XS 錦興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蘇品芸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湘婕 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翁亦芹 S 會稽國小

1103212168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祐希 XS 宜蘭縣成功國小

1103212203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祐禎 S 竹縣安興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楊淨卉 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楊閔卉 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晏齡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簡翊芯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品臻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子慧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汪維朗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467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喬筠 X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賴禹彤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玟瑀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禹晴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律璇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庭菡 M 新北樹林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浵瑄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沛恩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吳語喬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詠晴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高語萱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彭上嫣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希言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唐嘉彤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女子單打 唐嘉祐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共67組

110329987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葉柏瑀 XS 北新國小

1103210080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蘇品翰 3XS 興雅國小

11032102223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宥勝 2XS 羽御

1103210532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晨凡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0633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梓齊 XS 義學國小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冠岑 S 北市福德

1103210724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潘嵂文 XS 高雄市民權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廷恩 S 新坡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莊詠能 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家成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御喬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鍾柏羽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葉作巖 M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亮雲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程富 XS 錦興國小

1103211968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芸昊 M 宜蘭縣二城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立戎 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臣睿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粘羽樂 S 會稽國小

1103212171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俞豪 L 彰化縣螺青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祐頡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00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柏翰 XS 台東培訓隊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少書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顏已茗 M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程祐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惟軒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益誠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茗禮 S 新北文德

1103212416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賴秉劭 S

11032124308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沈品治 3XS 台北市濱江國小

1103212444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軒丞 2XS

1103212453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田澍 XS 諾瓦小學

11032124679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峪澤 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475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彭允謙 2XS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莊逸群 M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宭瑞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5674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希桓 3XS 北市濱江國小

1103212569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柏叡 2XS

11032125690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柏岑 M

11032125926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謝守和 XS 諾瓦小學

11032125935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鄧華 XS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家序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之儀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晨熙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彥霏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瑋浩 M 新北樹林

1103212638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周至謙 M 诺瓦小學

11032126417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定學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492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周宥希 2X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楷鈞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詹景荃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裕朗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嘉瑞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呂諺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廣祐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睿毅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湯璐箴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睿紘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莊育承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承諺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子濬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恩信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柏瑜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江品宥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養橋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肯駱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五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晨睿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共27組

1103210047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廖苡丞 XS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謝欣彤 S 頭前國小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宥如 S 頭前國小

1103210569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子育 L 北市福德國小

1103210569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宥希 L 北市福德國小

1103211432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高品岑 S 楊梅國小

1103211680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戴子晴 M 北市日新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盧朱瑩 M 新坡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江佳貞 M 錦興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林翊霏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佳恩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203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李祐禎 S 竹縣安興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曾薆 S 中原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董若禾 M 中原國小

1103212467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喬筠 X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邱薇臻 M 新北樹林

1103212633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可米 M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樂妍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庭瑜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趙湘庭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謝沛軒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賈淑錡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許艾筳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康晴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胡祐瑄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邱莉雯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02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女子單打 蔣詠善 S 久樘南陽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共44組

110321022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武澕 XS 羽御

1103210222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宥勝 2XS 羽御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董至瀚 L 新坡國小

1103211817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朱立軒 M 桃園市文化國小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峙瑋 S 新北大豐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盧彥丞 XS 新北大豐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莊詠能 S 錦興國小

1103212020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言恩 S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宇哲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家威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郭軒亦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睿榮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14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浩瑋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子碩 S 中原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勝鈞 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004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柏任 S 台東培訓隊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晉楷 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徐劭全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羿均 M 新北文德

11032124679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承詣 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峻毫 M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柏穎 L 新北樹林

11032126445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祈安 S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仲威 L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廖庭逸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簡君翰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瓅安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聿承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宬緯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石翊廷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何仁偉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威劭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甘定弘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兆鈞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柏辰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永光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威霖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漢睿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士森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家榮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其霖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64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晋愿 L 大龍國小

11032126642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弈賢 M 大龍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六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思維 M 屏東縣東光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共23組

11032927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高勤涵 XS 竹縣興隆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梁恩綺 XS 新坡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蔡昀澐 XS 新坡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卓殷珠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王子晏 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蔡育安 3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詩茜 M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厲彥芊 3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紓瑄 XS 錦興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徐翌涵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芯語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莛喻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范可潔 S 中原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邱宥榛 M 中原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劉沛恩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吳睿蓁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乙恩 XS 新北文德

1103212427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徐詩媛 S 日新國小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洪婕綺 2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張書璇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黃紫婕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徐儷軒 3XS 新北樹林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女子單打 陳樂為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共74組

110329266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游昊哲 XS

110329266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游昊恩 XS

110329367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彭培彧 S

110329655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永旭 XS

110329904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柏漢 S

11032104169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佑綸 2XS 頭前國小

1103210499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凱竣 M 雙龍隊

1103210634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戴昱安 S 北市福德

1103211432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高品川 XS 楊梅國小

1103211492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可樂 S 日新國小

1103211658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秉諺 3XS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晟堯 XS 新坡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祺高 S 新坡國小

1103211725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柏璋 S 新坡國小

1103211757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忠謀 S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光熙 XS 新北大豐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翃震 XS 新北大豐

1103211856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柏銓 XS 新北大豐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永奇 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又翔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宥澄 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貫銘 S 錦興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元鑌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12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思愷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游家竹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軒齊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繼樂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愛侖 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昶睿 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王京哲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郭品漢 M 會稽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淯翔 XS 中原國小

1103212265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品澤 S 中原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宥承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逸橙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祐頡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2798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馮商齊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2816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翊飛 2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004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曾柏翰 XS 台東培訓隊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賴宣橙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蒲品寓 XS 新北文德

1103212410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宇翔 XS 濱江國小

1103212482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方澤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993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人竣 XS

11032125677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奕安 S 濱江國小

1103212569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奕嘉 2XS

1103212569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晨恩 M

1103212593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睿呈 S 中市新光

1103212594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徐瑋亨 S 中市新光

1103212594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達謙 S 中市新光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許祐睿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莊凱丞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吳允樂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492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周宥希 2X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6500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張軒予 M 七堵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靖皓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陳昊謙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徐紹晅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盧立衡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鄭兆鴻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蔡翼軒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子瑞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哲翔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尤秉耣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又忻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53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祖德 X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65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楊書萌 XL 板橋國小

11032126655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洪晨睿 2XL 板橋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李晨睿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邱喬騑 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劉書豪 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郭哲宇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林楷祐 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1 單打 國小四年級組男子單打 黃子維 2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共9組

11032102908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陳志威 XL 政治大學

11032106837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黃柏軒 L 跑單幫

11032117909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李行龍 3XS 小木

11032125306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張城豪 L

11032125520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王立維 S 長春聚達創投

11032125520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凃凱勝 M 長春聚達創投

11032125767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鄭大為 L 郡陽宮財神爺爺

11032126721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林哲宇 M 政大校友羽隊

11032127019 單打 專業組30歲(含)以上男子單打 方志宇 L 勇源基金方式羽球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共7組

11032106837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黃柏軒 L 跑單幫

11032123812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王榮瑋 XL

11032123876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李儼育 XL 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93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陳俊偉 XL 愛羽仕

11032125882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許永彥 L 國體大

11032125882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蕭利澤 L 國體大

11032125904 單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單打 王柏森 XL 國體大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6組

11032100045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銘忠 3XL 林聰義 L

11032121397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銘崇 2XL 神兵羽球隊 劉信良 2XL 神兵羽球隊

11032122744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郭憲凱 XL 茶聖殿 徐聖明 L 茶聖殿

11032125086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傅永輝 XL 國醫 王貴銘 L 康寧

11032125756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英哲 2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王凱平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26193 雙打 一般組10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賴振銘 XL 羽神同行 林川勝 L 羽神同行

一般組11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3組

1103299734 雙打 一般組11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鍾名山 L 摩亞羽球 羅徵祥 XL 摩亞羽球

1103299734 雙打 一般組11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銘忠 3XL 摩亞羽球 林聰義 L 摩亞羽球

11032121644 雙打 一般組11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石有祥 XL 龍總營造 陳清頌 L 龍總營造

一般組12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3組

1103298673 雙打 一般組12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智為 M 許垂祐 XL

11032117682 雙打 一般組12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征賢 M LIFE俱樂部 鍾清輝 XL LIFE俱樂部

11032123065 雙打 一般組12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玉粦 L 美聯隊 袁瑞安 L 美聯隊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共17組

11032119323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詹子萱 M 邱湘婷 M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黃子菱 M 勇源治平 鍾嘉恩 M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曾鈺婷 M 勇源治平 許彤 M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池芝恩 L 勇源治平 周家宇 M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謝宓妍 L 勇源治平 劉慕伶 M 勇源治平

1103212236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賴昀微 L 一枝獨秀 李沂蓁 M 一枝獨秀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齊億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藍心妘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陳子菡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胡宣伶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林昱欣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鄭宇倢 M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吳姵姍 S 台電澳根尼基中 陳妤蓁 S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99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丹欣儒 XL 中租大同 盧曉安 X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陳宥蓁 XL 中租大同 陳玫蓁 X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陳星羽 XL 中租大同 杜宜辰 X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廖婕妤 XL 中租大同 童婕茵 XL 中租大同

11032124319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何維真 L 黃云玓 M

1103212505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王君安 M 中央大學 曾靖琇 M 中央大學

1103212505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女子雙打 賴昀廷 M 中央大學 張薾文 M 中央大學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共72組

110329714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曹愷驛 M 鄭衍凱 L

1103299400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楊元豪 M 李思允 XL

1103299780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許鈞傑 S 許富凱 S

11032104209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長佑 L 陳冠霖 M

1103210498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張暐綸 XL 勢必得服裝 王偉翰 XL 勢必得服裝

11032106040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彥慶 XL 林啟鴻 L

1103210687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柏叡 L 宜佳珠寶 陳文宜 XL 宜佳珠寶

11032113878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聖惟 XL 勤益科大 楊智傑 L 勤益科大

1103211416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李奕勳 XL 中華大學 許育嘉 2XL 中華大學

11032114262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何強仔 XL 三民同學會 曾堯 M 三民同學會

11032118260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戴賢祈 XL 江翠國中 王學謙 XL 江翠國中

1103211842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程冠勛 M 楊承峰 L

11032118649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周範豪 L 呂宗桓 L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歐承寯 XL 勇源治平 周敬詠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柯子揚 XL 勇源治平 王彥霖 X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邱界廷 L 勇源治平 邱紹華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何文勛 2XL 勇源治平 楊上封 M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劉子齊 XL 勇源治平 林廷禹 X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多憙 L 勇源治平 黃千愷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蔡松宇 L 勇源治平 陳延碩 L 勇源治平

11032120179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呂科諺 L 郎彥鈞 M

1103212047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司元杰 M 王聖賜 XL

1103212075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王仲欣 XL 神兵羽球隊 朱淏澤 L

1103212088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律翔 L 黎峻瑋 L

1103212088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葉昆翰 L 許展嘉 L

1103212106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廖鴻鈞 L 林泓羽 L

1103212106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周晉宇 XL 林士辰 XL

11032121742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佾群 XL 蔡孟桓 M

1103212193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王崇軒 L 羅侑晟 XL

1103212225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郭儀謙 XL 江灝 XL

1103212255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薛宇桓 M 個人 薛宇恆 M 個人

11032122843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呂柏廷 2XL 沈楚峰 XL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吳冠緯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袁振文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李祖榮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蔡立源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謝懷友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林柏任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蕭順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邱竣鼎 2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李泓德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鄭宇倫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宇晨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游善同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彥樺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謝宜澄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387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張雅各 L 台電澳根尼基中 楊博凱 XL 台電澳根尼基中

1103212439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趙本濬 L 警察專科學校 蘇星宇 L 警察專科學校

11032124398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昊錡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黃泓叡 X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彥涵 2X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長科 X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昱凱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林乙宙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398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高忻緯 L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鄭智元 M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3212442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王書恆 XL 周奕亘 L

1103212505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鈞澤 M 中央大學 黃士昕 XL 中央大學

1103212505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邱鈺智 L 中央大學 楊濟安 M 中央大學

1103212505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長志 M 中央大學 張嘉元 M 中央大學

1103212513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威辛 L 廖建富 M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蔡詠鈞 L 勇源成淵 黃俊皓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子竣 XL 勇源成淵 陳彥廷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泓維	 L 勇源成淵 鄭翔俊 X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李易翰 L 勇源成淵 張皓睿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澄宇 L 勇源成淵 陳恩祤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昱宇 L 勇源成淵 靳士毅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盧冠銘 L 勇源成淵 謝智賢 L 勇源成淵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吳政顥 L 成淵高中 朱景新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廖子傑 L 成淵高中 黃逸森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1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義驊 L 成淵高中 林哲旭 L 成淵高中

11032125572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亮禕 M 張立昕 L

1103212576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黃偉豪 L 吳昆澤 L

11032125921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劉冠德 L 國北教大 劉宗旻 XL 國北教大

11032125925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文翔 L 沈世軒 L

11032125956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李昱慶 S 復華投信 李昱寰 S 花旗銀行

1103212596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周俊宏 M 師範大學 李丞宇 L 台灣大學

1103212647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林劭安 L 詹璧鍇 2XL

1103212693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莊育瑞 M 張唯恩 L

1103212693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蔣柏成 L 林聿翔 L

11032126934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邱源裕 L 江俊賢 2XL

11032127002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陳官郁 S 贏我剛好隊 許正友 M 贏我剛好隊

11032127337 雙打 一般組49歲(含)以下男子雙打 羅侑晟 XL 倪謙 L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共8組

110329473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盧沛樺 M 黑師傅久奈司 蕭君彤 M 黑師傅久奈司

1103210311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鍾以璿 M 張家瑜 XL

11032106640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陳逸娟 M 江穎慧 M

1103211909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陳萱 XS 許筱曼 XS

11032124310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王羚 L 高鳳聲 M

1103212445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鄭寗 L 何孟秋 L

11032125694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李貞儀 XL 邱惠琪 M

1103212582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呂亮儀 L 頂尖體育 張芯瑜 M 頂尖體育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20組

1103292579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楊硯為 L 羊羊 蕭凡鈞 L 羊羊



110329714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曹愷驛 M 鄭衍凱 L

11032106146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黃誠佑 L 黃庭維 L

11032106799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邵晨陽 L 郭育菘 2XL

11032108150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鄒儒夙 XL 燿華電子 鍾銘洋 XL 燿華電子

1103211329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彭萬霖 3XL 彭晟瑋 M

11032118260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王學謙 XL 江翠國中 魏紹安 L 三民國中

11032119526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吳宗儒 L 林威廷 L

11032119814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楊騏 M 邁優訓練 楊驥 M 邁優訓練

11032120495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魏彥翔 L 94戰力強 郭昱呈 M 94戰力強

1103212085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建璋 L 宇奕體育 黎承祖 XL 宇奕體育

1103212203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吳翊榮 L 張如賢 M

1103212293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史經立 L 北峰x劍新 林明藏 L 北峰x劍新

1103212397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詹禮 L 陳緯碩 M

11032124233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詹瀚鈞 XL 張正杰 L

11032125442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金陳廷 M 僑中羽球 曾柏鈞 XL 僑中羽球

11032126476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賴人豪 L 救生員 李一玄 L 金工師

11032126648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昱凱 L 陽明交通大學 陳以周 2XL 長庚

11032126933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周為琮 M 朱政仲 M

11032127027 雙打 一般組5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羅允琦 L 吳朝瑩 L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14組

1103297482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建雅 L 王安卓 L

1103298832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邱柏罡 L 周子硯 L

11032102980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黃閔成 L 王信翰 L

11032104174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柏廷 XL 大興汽車 林學宏 XL 大興汽車

11032120576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武俊佑 L 一支獨秀 黃柏淇 L 一支獨秀

11032121197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楊宗憲 XL 黃冠瑜 L

11032121766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徐肯吉 L i單打 林德豪 XL i單打

11032122572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維陽 XL 小人物羽球 劉璟洋 L 小人物羽球

11032123784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甄國佑 L 長榮航空 呂雲聲 M i-BUZZ口碑研究中心

11032123808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江致莛 L 洪梓薰 L

11032125694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李忠宥 2XL 許智凱 XL

11032125694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紀哲維 XL 蕭堯 XL

11032126353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稚鑫 L 李寧羽武 葉家宏 XL 李寧羽武

11032127002 雙打 一般組6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鎮印 L 老當益壯隊 許正友 M 老當益壯隊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共8組

1103293429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林亭汶 M 樂芙羽球 王玟瑛 L 樂芙羽球

11032101966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邱欣姿 M 陳思因 S

11032102510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施心茹 S 郭育名 S

11032106203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侯宇芬 M 昌龍羽球隊 張瓊華 M 昌龍羽球隊

11032114156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鄧燕飛 S 月怡婷 M

11032118956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劉婕宇 3XS 呃...連一拉一 許維茜 3XS 呃...連一拉一

11032119095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許筱曼 XS 張怡芸 XS

11032126207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綾田弘乃 S 中川珠美 S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10組

1103297454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黃全華 L 張志偉 L

11032101049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孫隆恩 L 承影含光 王勝雄 L 承影含光

11032103262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何宗寶 L 郭志傑 L

11032104282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人豪 XL HCL輕羽飛揚 黃俊儒 M HCL輕羽飛揚

11032120037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謝偉哲 L 藍偉元 L

11032123100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國立 2XL 羽道館 許宏維 2XL 羽道館

11032125389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蕭堉霖 L 小魚家族 蔡昀助 L 小魚家族

11032125892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李建緯 2XL 張家晟 L

11032126171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劉冠騏 L 葉氏悟羽 郭佳哲 XL 葉氏悟羽

11032126353 雙打 一般組7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曾威翔 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張稚鑫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15組

1103293429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晉誠 L 沈紋興 L 文曄

1103297009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黃士豪 L 黃琨証 L

1103297210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東洲 XL 葉俊年 XL

1103298739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瑋倫 L 我來想想...... 李榮漢 L 我來想想......

11032105277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彥廷 L 神兵羽球隊 劉俊宏 M 神兵羽球隊

11032119049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王勝雄 M 個人 謝明祥 XL 個人

11032119647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洪志文 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黃鴻翔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19647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永偉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楊宏偉 2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22512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翰征 2XL 蔡明學 2XS

11032125086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森懋 L 國醫 傅永輝 L 國醫

11032125182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吳明佳 L 羽愛聚樂部 張毓滺 L 羽愛聚樂部

11032125182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何宗寶 L 羽愛聚樂部 朱郁璟 XL 羽愛聚樂部

11032125445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芝來 XL 夏果隊 陳昱丞 L 夏果隊

11032126899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江定緯 L 羽食俱進 林良胤 M 羽食俱進

11032126982 雙打 一般組8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曾威翔 XL 李寧羽武 李智聖 XL 李寧羽武

一般組9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共4組

1103295490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林亮君 S 女力 楊阿蘭 M 女力

11032119676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李卿妃 2XS 陳儀娟 S

11032122618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黃筱娟 M 丁碧慧 M

11032123065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女子雙打 吳惠齡 XS 美聯隊 尹玉玲 XS 美聯隊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共13組

1103293429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朱恩良 XL 鐵哥羽球 謝文祥 L 鐵哥羽球

1103298673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張智為 M 賴振銘 L

1103298832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王漢麒 L 劉重佑 XL

1103210527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守邦 L 神兵羽球隊 李智暉 L 神兵羽球隊

1103210527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劉秉鈞 L 神兵羽球隊 王振權 S 神兵羽球隊

1103211964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洪志文 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黃鴻翔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1964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楊宏偉 2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陳永偉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22440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林建成 XL 林嘉俊 3XL

1103212267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欒忠恩 L 劉哲銘 劉哲銘 L 劉哲銘

11032124678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葉時貴 2XL 張建隆 XL

11032125756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蔡英哲 2XL 李寧HCL輕羽飛揚 王凱平 L 李寧HCL輕羽飛揚

11032126261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許世宏 M LIFE俱樂部 蘇州丕 M LIFE俱樂部

11032126847 雙打 一般組90歲(含)以上男子雙打 陳萬光 XL 曾文男 XL

國中組女子雙打 共39組

1103296594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楊舒婷 M 淡水國中 潘文辰 M 淡水國中

1103299195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游巧恩 M 北市中山國中 陳念恩 L 北市中山國中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林俽愉 M 土銀Allin光明 莊喬涵 M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黃文誼 S 土銀Allin光明 游舒詠 M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許家僖 L 土銀All in光明 張芸榕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李品沂 M 土銀All in光明 林芸安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陳品伃 L 土銀Allin光明 王立亘 L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鍾聿昕 S 土銀All in光明 王奕涵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王于瑄 S 土銀Allin光明 陳翊菲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王云妤 XS 合庫北市中山 陳俐安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歐蕓瑋 M 合庫北市中山 盛衍庭 L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江品萱 M 合庫北市中山 蘇筱婷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陳昱熹 M 合庫北市中山 陳欣彤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李ˇ佩璇 M 合庫北市中山 蔡詠筑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鄭雨婕 S 合庫北市中山 蔡欣容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王雨薇 S 合庫北市中山 林昱萱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韓蓁 M 合庫北市中山 簡靖家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吳語晴 M 新北頭前國中 許恩瑀 L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蔡睿婕 M 新北頭前國中 林靖庭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3049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黃丞韻 M 金陵女中 陳宥亘 S 金陵女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李佑希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楊家芸 X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劉羿伶 L 宜蘭縣文化國中 林品妍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葉芮彤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姚之晴 L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張庭瑜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陳恩綺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97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廖曉曼 XL 中租大同 陳誼瑄 XL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詹博媗 L 中租大同 廖品蓁 M 中租大同

11032123997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吳虹萱 M 中租大同 林沛蓉 M 中租大同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黃苡晴 M 合庫泰北高中 李佳辰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許斯涵 S 合庫泰北高中 鄭如庭 S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邱喬縈 M 合庫泰北高中 黃靖淳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王亭蕙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鄭羽均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吳貞稹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申欣靄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林若璇 M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黃詩涵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廖子晴 M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葉芷妍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林采頡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邱沛妮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5222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蕭鈴霓 S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黃詩淇 M 桃市勇源中壢國中

11032126337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蕭沛婕 M 介壽國中 周宥妤 M 介壽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陳怡穎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林于慧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女子雙打 陳育柔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呂姿儀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國中組男子雙打 共55組

110329659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周宸宇 M 淡水國中 詹子賢 M 淡水國中

110329659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楷崴 2XL 淡水國中 潘文昊 L 淡水國中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呂御瑋 M 土銀All in光明 洪浩倫 L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林恆頎 L 土銀Allin光明 李加慶 L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李丞浩 M 土銀All in光明 楊介丹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葉作詮 M 土銀Allin光明 林少淵 M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林侑陞 M 土銀Allin光明 李澈 M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官聲佑 S 土銀Allin光明 楊祈恩 M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冠華 L 土銀Allin光明 黃子宸 S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李銘川 S 土銀All in光明 王祐勝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葉作豊 M 土銀All in光明 葉宇軒 M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藍崇睿 S 土銀All in光明 黃宥樺 S 土銀Allin光明

1103210136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林儁愷 S 土銀Allin光明 廖御安 S 土銀All in光明

11032106566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馮柏恩 S 宜昌國中 洪宇忠 L 宜昌國中

11032112845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許桐睿 L 仁武高中 李育丞 L 仁武高中



11032112845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吳維宸 L 仁武高中 蘇子勛 L 仁武高中

11032112845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涂詠勛 XL 李洪丞 M

11032118501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李富騵 XL 營北國中 許旻翰 XL 營北國中

11032118501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廖家緻 XL 營北國中 張冠閎 L 營北國中

11032118501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張浚銨 L 營北國中 許騰敏 L 營北國中

1103211944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林宥宇 XL 勇源治平 林秉諺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莊宸安 L 勇源治平 吳宥震 L 勇源治平

1103211944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劉茂宸 S 勇源治平 李家榮 XL 勇源治平

11032120674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家澤 S 麗山國中 楊家愷 L 麗山國中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黃子銨 M 合庫北市中山 朱宇韜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許廷聿 M 合庫北市中山 楊子文 S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游永庭 M 合庫北市中山 鄭陳謙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178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徐敏凱 M 合庫北市中山 張淏翔 M 合庫北市中山

1103212285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許晸淵 M 百福國中 劉承昀 M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顏凱誠 M 百福國中 余博勝 M 百福國中

1103212285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翁翊珈 M 百福國中 周鍇鈞 M 百福國中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廖品冠 L 新北頭前國中 李醴安 L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黃敘修 XS 新北頭前國中 楊獻 XL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薛奕廷 L 新北頭前國中 江承恩 S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2950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游明紘 S 新北頭前國中 吳承恩 M 新北頭前國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詹子頡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黃民輝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王彥翔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武甫雲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周家樂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謝宜恩 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許宇淵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林子祐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89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周鼎翔 M 宜蘭縣五結國中 武禪觀 XL 宜蘭縣五結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運陞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游維恩 L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李訓潁 XL 宜蘭縣文化國中 游品軒 XL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29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蕭望台 L 宜蘭縣文化國中 潘正軒 M 宜蘭縣文化國中

11032123982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高暐喆 L 營北國中 張鶴嚴 S 營北國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游岷澔 XL 合庫泰北高中 邱宥瑩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謝又甯 L 合庫泰北高中 江慶皓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黃靖翔 XS 合庫泰北高中 林佑庭 X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鄭以樂 M 合庫泰北高中 陳秉軒 L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04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林辰 M 合庫泰北高中 顏晧宇 M 合庫泰北高中

11032124262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品宏 M 竹南國中 邱靖期 M 竹南國中

11032124951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高崧鈞 XL 新北市育林國中 劉子捷 XL 新北市育林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陳柏安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詹昀翰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柯允恩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周書羽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鄒弘翊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蔡傑宇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11032127613 雙打 國中組男子雙打 黃韋智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李威呈 3XS 勇源新北三和國中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共16組

11032105478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品希 XS 新北義學 朱品嬛 XS 新北義學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蔡育安 3XS 錦興國小 王子晏 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張紓瑄 XS 錦興國小 黃詩茜 M 錦興國小

11032121120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徐翌涵 XS 瑞埔國小 劉芯語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王薏晴 XS 桃市仁和國小 黃莛喻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丁羽彤 2XS 新北文德 陳妍臻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黃乙恩 XS 新北文德 梁晨希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張晏馨 2XS 新北文德 吳睿蓁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張書璇 3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洪婕綺 3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媛詩 M 光華國小 施芃亘 S 光華國小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黃紫婕 XS 新北樹林 鄭心妍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楊希恩 XS 新北樹林 翁晨恩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樂為 S 北市民權國小 陳家誼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葉品彤 S 北市民權國小 江怡霈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彭郁旻 S 北市民權國小 蒲貴妍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女子雙打 李蕴蓁 S 北市民權國小 黃康予 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共38組

11032104169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梅庭維 2XS 頭前國小 李子力 2XS 頭前國小

11032104169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梁宸煾 2XS 頭前國小 梁宸銨 2XS 頭前國小

11032105083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林柏漢 S 雙龍隊 楊凱竣 XS 雙龍隊

11032114928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朱洛潁 S 日新國小 黃可樂 XS 日新國小

11032117253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盧朱桀 M 新坡國小 張福氣 2XS 新坡國小

11032117253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洪晟堯 XS 新坡國小 陳柏璋 S 新坡國小

1103211856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柏銓 XS 新北大豐 王光熙 XS 新北大豐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羅聖喆 2XS 錦興國小 陳浩哲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99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方鈞宇 S 中市永寧 方鈞杰 XS 中市永寧

11032121120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尹恩 XS 瑞埔國小 楊元鑌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邱繼樂 S 會稽國小 游家竹 M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楊軒齊 M 會稽國小 林昶睿 X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愛侖 S 會稽國小 郭品漢 M 會稽國小

1103212265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吳禹瑭 XS 中原國小 劉昶渝 XS 中原國小

1103212265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蕭冠霖 M 中原國小 陳泓瑞 S 中原國小

11032122656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許品澤 M 中原國小 張淯翔 XS 中原國小

11032122798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亮均 XS 新北江翠國小 林宥承 XS 新北江翠國小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益銓 2XS 新北文德 張益嘉 3XS 新北文德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辰翔 2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方 澤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顏均翰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方  程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594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洪睿呈 S 中市新光 徐瑋亨 S 中市新光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李承祐 XS 新北樹林 鄭宇喆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元愷 XS 新北樹林 蔡睿桀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宥叡 XS 新北樹林 李峰修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莊凱丞 S 新北樹林 邱士哲 X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吳允樂 XS 新北樹林 許祐睿 S 新北樹林

11032126655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洪晨睿 2XS 板橋國小 楊書萌 XS 板橋國小

11032126791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邱喬騑 XS 屏東縣東光國小 劉書豪 S 屏東縣東光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靖皓 S 北市民權國小 徐紹晅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昊謙 S 北市民權國小 李祖德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鄭兆鴻 S 北市民權國小 蔡翼軒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劉哲翔 S 北市民權國小 李又忻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盧立衡 S 北市民權國小 尤秉耣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邱子瑞 S 北市民權國小 王綨禕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周鉅紘 S 北市民權國小 呂淳鴻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劉彥棋 S 北市民權國小 李信宏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鐘傳凱 S 北市民權國小 尤方翔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7339 雙打 國小三四年級組男子雙打 裴家緯 XS 北市民權國小 藍傳智 X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共28組

110329795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蔡羽宸 S 林沛琪 S

11032101085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廖苡丞 XS 宜蘭縣成功國小 林家欣 XS 宜蘭縣成功國小

11032104169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宥如 S 頭前國小 謝欣彤 S 頭前國小

110321056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林宥希 S 北市福德國小 黃子育 S 北市福德國小

1103210634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周書帆 XS 北市福德 施宥妡 S 北市福德

1103210634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吳家榛 XS 北市福德 黃梅英 S 北市福德

11032117253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盧朱瑩 M 新坡國小 梁恩綺 XS 新坡國小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李羽婕 2XS 錦興國小 黃靖恩 2XS 錦興國小

1103212265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黃品芮 S 中原國小 邱宥榛 S 中原國小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張允瑄 S 新北文德 蕭子媛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簡翊芯 XS 新北文德 汪維朗 2XS 新北文德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黃楚恩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趙苡瑄 M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劉道慈 X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劉道循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沈育萱 M 光華國小 蔡沛錡 M 光華國小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王思涵 S 光華國小 田珈瑄 M 光華國小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賴弈儒 M 光華國小 溫葶臻 S 光華國小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李菀嬅 S 光華國小 吳姍琳 M 光華國小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韋伶 M 光華國小 李奕緹 M 光華國小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玟瑀 S 新北樹林 陳禹晴 S 新北樹林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張庭瑜 S 北市民權國小 趙湘庭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賈淑錡 S 北市民權國小  胡祐瑄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黃康晴 S 北市民權國小 邱莉雯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樂妍 S 北市民權國小  許艾筳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高語萱 S 北市民權國小  謝沛軒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李浵瑄 S 北市民權國小  李沛恩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唐嘉彤 S 北市民權國小 唐嘉祐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陳希言 S 北市民權國小  彭上嫣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女子雙打  劉詠晴 S 北市民權國小  吳語喬 S 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共41組

11032117253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廖廷恩 S 新坡國小 洪祺高 S 新坡國小

1103211856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盧彥丞 XS 新北大豐 廖峙瑋 S 新北大豐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廖御喬 2XS 錦興國小 葉作巖 M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曾亮雲 2XS 錦興國小 吳家成 2XS 錦興國小

1103211885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程富 XS 錦興國小 鍾柏羽 2XS 錦興國小

1103212087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勝彥 S 新北樹林 楊定學 XS 新北樹林

11032121120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何寬旭 S 瑞埔國小 呂建陞 XS 瑞埔國小

1103212140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蔡家威 M 會稽國小 鄭宇哲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0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郭軒亦 M 會稽國小 粘羽樂 S 會稽國小

1103212141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浩瑋 M 桃市仁和國小 林睿榮 M 桃市仁和國小

11032122656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劉智洧 2XL 中原國小 賴聲瑜 S 中原國小

11032123078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許煒承 S 裕民國小 黃卓駿 S 裕民國小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顏已茗 M 新北文德 洪少書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益誠 XS 新北文德 許惟軒 XS 新北文德

11032123417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蔡震禹 M 新北文德 陳羿均 M 新北文德

11032124679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王承詣 S 竹市東園國小 邱峪澤 S 竹市東園國小

1103212482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宭瑞 S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莊逸群 M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110321249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柏諺 XL 光華國小 田家銨 M 光華國小

11032125674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王希桓 2XS 北市濱江國小 陳實佑 3XS 北市濱江國小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吳家序 S 新北樹林 許晨熙 S 新北樹林

1103212611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柏穎 L 新北樹林 陳諺群 L 新北樹林

11032126539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楊恩佑 2XS 北市日新 張鈞皓 2XS 北市日新

1103212664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張晋愿 L 大龍國小 吳弈賢 M 大龍國小

11032126741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郭紀彬 XS 周楷叡 XS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何仁偉 S 北市民權國小 陳威劭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石翊廷 M 北市民權國小 李其霖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吳永光 M 北市民權國小 王威霖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劉柏辰 S 北市民權國小 陳仲威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許家榮 S 北市民權國小 鄭兆鈞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簡君翰 S 北市民權國小 廖庭逸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林宬緯 S 北市民權國小 陳瓅安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甘定弘 S 北市民權國小 劉聿承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漢睿 S 北市民權國小 林士森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李承諺 S 北市民權國小 莊育承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王睿毅 S 北市民權國小 呂  諺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養喬 S 北市民權國小 詹景荃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鄭子濬 S 北市民權國小 許睿紘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吳肯駱 S 北市民權國小 李恩信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陳廣祐 M 北市民權國小 陳柏瑜 M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黃楷鈞 S 北市民權國小 許裕郎 S 北市民權國小

11032126792 雙打 國小五六年級組男子雙打 江品宥 S 北市民權國小 林晨凡 S 北市民權國小

專業組30歲以下女子雙打 共4組

11032119323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女子雙打 詹子萱 L 邱湘婷 L

11032122692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女子雙打 李黛安 L 宏暢國際李寧 鄭羽柔 L 宏暢國際李寧

11032125614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女子雙打 余思嫻 L 牧德李寧 余思靜 M 牧德李寧

11032126295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女子雙打 韓玉珍 M 瑞森成大 葉卉珊 M 虎尾科大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共8組

1103294735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林存甫 L 久奈司x飲廊 蘇致豪 XL 久奈司x飲廊Corridor

11032102908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呂杰陽 XL 波力 陳志威 XL 波力

11032120628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魏真平 XL 江翠國中 邱竣暐 2XL 江翠國中

11032125306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邱偉哲 XL 張城豪 L

11032126603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魏道豪 XL 梵爾斯unknow 陳雨桐 XL 梵爾斯unknow

11032126721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林哲宇 M 政大校友羽隊 尤志偉 XL 政大校友羽隊

11032126859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劉宗鑫 L 輔仁大學 王琚舜 L 輔仁大學

11032127271 雙打 專業組30歲以下男子雙打 梁睿瑋 XL 台灣愛迪達 陳宏達 L 台灣愛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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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共9組

11032103652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勝利體育 李自齊 XL 劉璟洋 L 黃淯慈 M 楊家瑜 M 王柏森 XL 楊軒齊 XL 何冠穎 3XL

11032109965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優迪實業 傅琪興 L 張樺辰 L 楊子魁 2XL 龍澔 XL 劉修志 XL 田芷晴 S 吳上文 M 黃金鳳 S

11032124958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牧德科技 蔡政羽 L 蔡承翰 2XL 余思靜 M 余思慧 M 余思嫻 L 陳柏佑 L 黃安 L

11032125003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摩亞隊 王雅萱 3XS 周勝祺 L 廖煌科 L 鍾浩元 L 張啟致 S 邱傳煙 XL

11032126236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尚芳科技 彭珥宸 XL 田箴 M 鄭世鴻 2XL 黃柏翰 L 詹堯文 L 李柏逸 L 曾能立 L

11032126887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久奈司集團 蔡誠恩 M 王琚舜 L 胡玟翰 L 鄭宣恩 L 陳約慈 M 邱冠閎 L 吳宗儒 L 林于筳 S

11032127012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利士國際 洪聖閔 M 周孝霖 M 曾柏誠 L 莊佾勳 L 彭依帆 S 呂忠霖 M

11032127186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富陽體育 邱憲祥 3XS 游文洲 3XS 黃仲遠 3XS 伍漢文 3XS 簡婉婷 3XS 黃鴻昌 3XS 黃正龍 3XS 梁永聰 3XS

11032127214 團體 企業一般組團體賽 騰元車業 石豐毅 XL 詹東濬 L 楊博翔 XL 吳嘉文 L 許銘倫 XL 黃秉豐 L 胡晉輔 L

企業專業組團體賽 共4組

11032107375 團體 企業專業組團體賽 中租企業 林秉緯 XL 鄧淳薰 L 吳軒毅 2XL 唐凱威 XL 江建葦 2XL 李佳馨 M 魏俊緯 2XL 吳冠勳 2XL

11032126684 團體 企業專業組團體賽 土地銀行 陳政寬 XL 李芷蓁 M 楊景惇 L 陳信遠 XL 柏禮維 XL 張課琦 3XL 盧震 L 李芳任 L

11032127189 團體 企業專業組團體賽 合作金庫銀行 楊明哲 XL 林家佑 2XL 胡綾芳 M 邱相榤 2XL 廖晁邦 2XL 王柏崴 XL 林琬清 M 李勝木 XL

11032127205 團體 企業專業組團體賽 亞柏羽球隊 許尹鏸 3XS 洪妤恩 3XS 盧明哲 3XS 林上凱 3XS 洪梓瑋 3XS 賴建良 3XS 廖敏竣 3XS 曾敏豪 3XS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共25組

1103295388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康軒文教KHBC 陳文泰 XL 呂國良 XL 李芸嘉 XS 陳麗珍 XS 蘇尹男 L 吳憲宗 M 廖本田 L 鍾賢斌 M

1103299338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WSP美商科進栢誠 葉相甫 2XL 張志成 XL 吳湘培 L 陳揚 M 林偉華 XL 劉克湘 L 賴溥鈞 L 施宜礽 L

1103299717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澳根尼橄欖油 林宗儒 XL 楊士緯 XL 余慧婷 L 劉家榮 L 蔡建堯 L 楊志遠 XL 李數蘭 M 游伊茜 L

11032103934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臺北捷運公司 袁凱文 M 葉家源 L 袁凱倫 XL 曾宇震 L 李盈盈 S 吳俊傑 M

11032104058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致茂電子 沈佳宜 M 蘇琬清 M 程英傑 L 林宗毅 XL 張志偉 L 蔡帆皓 L 林聖惟 XL

11032108137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和泰大金 呂衍閣 L 章有海 M 陳永澤 XL 黃薇蓉 L 朱家怡 S 廖英信 XL 鍾宗樺 XL 林新原 M

11032121523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中研吃飯小隊 邱東旭 M 劉又萱 XS 黎馬可 M 吳孟儒 L 黃俊豪 2XL 周柏宇 M 黃資翔 L

11032122839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利佺羽球隊 曾偉桓 2XL 吳怡萱 M 李雅琳 XL 洪冠豪 L 毛承善 2XL 黃登賢 2XL 劉宇欣 M

11032123456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政治大學 杜森雄 M 吳鴻傑 2XL 翁堃嵐 M 郁方 XL 吳宥緯 L 楊瑞珠 S 孫隆恩 L

11032123667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跑起來 邱建銘 L 黃俞鈞 L 喻宏祺 M 蕭謙麗 S 蔡宏政 L 陳紫竹 L

11032125086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三軍總醫院 何敏慧 S 傅永輝 L 陳彥辰 L 張聿凱 M 陳森懋 L 邱睿亭 S 蔣有恆 L

11032125119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匯流藝術(FusionStrike) 蒙國杰 XL 金甫陽 M 李健豪 XL 韓宛縈 S 賴煜升 M 詹峰順 M

11032125122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UL羽球社 郭雪燕 M 蘇柏元 M 馮志豪 L 余杰霖 M 陳立中 L 陳勁愷 M

11032125237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中研院-資服隊 王韻捷 XL 朱瀅靜 M 阮柏鈞 XL 陳宜秉 M 陳弘儒 M 溫子增 L 賴昇輝 XL

11032125511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小小隊 劉寶智 S 陳國安 L 楊秉衡 M 王華全 XL 林建成 XL 吳宜瑾 S 劉海倫 S

11032126153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長庚聯隊 王健合 M 顏資勻 S 洪承裕 L 陳以周 XL 蘇柏亙 XL 莊國上 3XL 曹書瀚 L

11032126306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沛傑羽球學院 林韋程 L 陳俊達 L 羅梓瑜 M 林銘傑 XL 林祥安 XL 林奕銘 L 黎明香 M

11032126752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簡榮泰 M 陳泓仁 L 陳亮延 M 簡玉銘 L 胡靜宜 M 陳儀安 XL 陳瑞麒 L 徐至謙 M

11032126910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南亞羽球社 陳宥彤 M 李訓豪 L 林育詩 L 龐玉芬 L 王俊智 L 劉韋辰 L

11032127188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優乃克 阪口巧 3XS 王宗聖 3XS 馮曉海 3XS 黃若琪 3XS 吳紹銘 3XS 鍾紹楚 3XS 賴世偉 3XS 黃詠茹 3XS

11032127210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TSUBASA 陳立 XL 謝一弘 L 李羽童 XS 張庭葦 L 李柏毅 L 卓君澤 S 廖亦崟 L 陳柔竹 L

11032127212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艾克爾國際科技 劉中豪 L 陳竣融 M 李柔誼 M 蔡則堯 2XL 林秋杰 L 吳宗儐 L 王仁照 L 林家平 L

11032127333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永健生技泰北高中 李效義 L 邱英哲 XL 林家祥 L 邱敏程 XL 葉鳳琴 M 鄭哲松 2XL 陳建佑 XL 林文勇 XL

11032127334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台南北安羽球會館 陳俊宏 M 羅侑晟 XL 王學謙 L 倪謙 L 李金陵 XL 戴賢祈 XL 劉郁涵 M 倪韶君 M

11032127335 團體 企業推廣組團體賽 阿默蛋糕 廖璿惇 3XS 高智雄 3XS 周星佑 3XS 陳思安 3XS 孫立德 3XS 莊敬德 3XS

社會女子組團體賽 共3組

11032107750 團體 社會女子組團體賽 摩亞北辰星 邱玉婷 M 黃世芳 M 戴玉菁 L 沈伶鎂 S 陳奕琇 M 沈而慢 L 張怡芸 S 陳玫如 2XL

11032118956 團體 社會女子組團體賽 呃...連一拉一 何欣容 S 林柔孜 M 劉婕宇 M 洪瑋恩 S 莊庭語 L 許維茜 S

11032126252 團體 社會女子組團體賽 富暘 李敏華 M 李黛安 M 鄭羽柔 M 鄭雅文 M 劉耐馨 M 蔡淑宜 M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共10組

1103293429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鐵哥羽球 朱恩良 XL 沈紋興 L 張晉誠 L 謝文祥 L 謝明祥 XL 何秋昇 L 何宗昇 M

1103295294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勇源基金會A 王昱健 L 蘇佳亨 XL 戴賢智 M 鄭永成 XL 韋焰 XL 陳信宏 XL 陳能斌 L 陳致遠 L

1103295294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勇源基金會B 鍾名山 L 謝仁芳 L 唐偉傑 L 林宮丞 L 董志健 XL 張文正 L 賴榮桐 XL 辛坤龍 M

11032102758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HCL輕羽飛揚 陳永偉 L 何浚豪 L 楊宏偉 2XL 葉楊斌 L 李智聖 XL 黃鴻翔 L 莊正文 XL 洪志文 XL

11032103186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海歐羽球隊 陳啟仁 L 曾竹書 XL 陳文泰 L 汪敬濠 L 楊仲達 XL 方志玄 L 廖翊智 S

11032104909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舞羽倫比 江建德 XL 胡寧逸 L 楊國守 M 陳思豪 XL 謝泊諺 M 邱大偉 S 黃益良 L

11032105277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神兵羽球隊 林彥廷 M 周文印 XL 劉俊宏 M 王勝雄 L 劉秉鈞 L 陳守邦 L 李智暉 L 王振權 M

11032106040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FUN辣歐爸 林啟鴻 L 林彥慶 XL 李棟成 XL 黃秋銘 XL 李赫丞 L 斯向德 L

11032126187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大直校友隊 陳俊安 3XL 王立維 S 鄭俊民 L 張力中 L 蔡昌儒 M 游睿騰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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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126528 團體 社會男子丙組團體賽 古柏OPL隊 張財銘 S 賴振銘 XL 蔡典凉 L 林勝光 2XL 王俊智 L 黃偉盛 XL

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 共4組

11032118730 團體 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 海神羽球隊 周志潤 M 鄭啓忠 M 丁啟倫 L 陳立人 L 林振煌 L 詹前鋒 XL

11032123876 團體 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 澳根尼A 顏慶達 XL 黃承浩 XL 鄭永成 XL 周嘉億 XL 黃俊儒 M 林帛霖 L 王仁佑 XL 韋瑋明 L

11032126573 團體 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 寧聚國際 許宏維 2XL 林國立 XL 曾威翔 2XL 曾冠一 XL 汪志愷 2XL 張稚鑫 M

11032127209 團體 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 加賀金促咪 陳偉立 L 李浩維 L 吳冠廷 L 許耀中 L 吳佳憲 L 陳三寶 L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共5組

11032121922 團體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來玩的隊 林哲緯 L 施家祥 XL 邱國展 L 邱昱翔 L 丁豊耕 L 賴育淇 M

11032123815 團體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來去大羽球 廖偉澤 S 林瀚揚 M 谷禎達 XL 蔡岳軒 M 劉宗翰 L 王人弘 L 鄭鉅翰 L

11032123876 團體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澳根尼A 陳柏瑋 2XL 陳俊吉 XL 朱偉豪 L 盧紀遠 3XL 蘇乙軒 XL 謝建彬 L 王家閔 2XL

11032126252 團體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富暘 鍾炙育 L 蘇榮立 2XL 林威漢 XL 徐銘俊 XL 盧仁茂 XL 洪志豪 XL 范姜明盛 2XL

11032127209 團體 社會男子甲組團體賽 愛迪達羽球 陳志威 XL 呂杰陽 XL 許銘倫 XL 楊博翔 XL 陳宏達 L 林科見 L 梁睿瑋 XL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共20組

11032106622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新北市羽球委員會

11032122995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台東縣羽球委員會

11032124195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新竹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5132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宜蘭羽委會

11032126958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嘉義市羽球委員會

11032127141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台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142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桃園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184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彰化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185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金門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206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雲林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213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嘉義縣羽委會

11032127332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連江縣羽委會

11032127581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新竹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586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協會

11032127593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屏東縣羽協會議A隊

11032127593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屏東縣羽協會議B隊

11032127593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屏東縣羽協會議C隊

11032127791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台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794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基隆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11032127795 團體 羽委會男子團體賽 高雄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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