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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教練

王明樹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6110047

施廷煜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6110013

陳宇軒 休閒運動管理系 4004202579

葉豈泯 休閒運動管理系 4005202283

劉耕嘉 運動醫學系 107009033

陳胤豪 運動醫學系 107009023

周大鈞 運休所 606736009

蔡茂昌 運休所 607736001

涂家澄 營建工程系 B10716049

蔡博丞 營建工程系 B10716055

廖正平 營建工程系 B10716048

郭  旭 營建工程系 B10716042

梁煥昌 機械工程研究所 D10303013

張育維 電子工程系 B10302034

趙健宇 企業管理系 B10533023

李雅各 機械工程系 B10503134

邱炳貴 電機工程系 B10607106

許世旻 電機工程系 B10607012

台定宏 數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50302101

潘宗德 物理治療科 50406458

楊千毅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448049

楊承恩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448055

詹欣翰 醫學系 B101106113

范正翰 醫學系 B101107010

許家睿 企管四丙 4112652

陳恆逸 國企四丁 4570603

駱允鵬 企管三甲 5111710

林文海 企管三甲 5110155

鄭宇安 財金二甲 6540476

魏祐辰 企管三丁 5111204

團體賽一般男生二人組　運動員名單

序 項目 隊名 姓名 系所 學號 教練 管理

1 一般男 大仁科大 鍾保明 李宜錫 曾智檉

2 一般男 高苑科大 廖清海

6 一般男 雲林科大B 郭致嘉

5 一般男

3 一般男 高雄醫大 邱婕寧

4 一般男  中正大學 王順正 周大鈞 陳佳吟

8 一般男 臺灣科大B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7 一般男

9 一般男 臺灣科大C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臺灣科大A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2 一般男 臺北醫大 鍾雨純 劉芷妤 洪至祥

銘傳大學B 黃玉娟 陳竑廷14 一般男

陳清雨

北市大學

雲林科大A 郭致嘉

10 一般男

11 一般男

慈惠醫專 陳慧真

13 一般男 銘傳大學A 黃玉娟 陳竑廷

15 一般男 銘傳大學C 黃玉娟 陳竑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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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敗 勝

A1 A2 A3 A4 勝 (亞)

敗 敗

勝

勝

敗 勝

B1 B2 B3 B4 勝 (亞)

敗 敗

勝

勝

敗 勝

C1 C2 C3 C4 勝 (亞)

敗 敗

勝

勝

敗

D1 D2 D3 勝 (亞)

敗

團體賽一般男生二人組　賽程表

預賽：共15隊參賽，採poul賽制(雙敗淘汰) 

 各組取2名，晉級決賽

比賽日期：3月29日(星期五)

慈惠醫專

(16)

B組

勝

大仁科大 高苑科大

(18)

C組

臺北醫大

北市大學 雲林科大B 銘傳大學A

銘傳大學B

(20)

D組

銘傳大學C 臺灣科大B

勝

臺灣科大C 高雄醫大 雲林科大A

 中正大學 臺灣科大A

A組

勝

(15)

(1) (2)

(4)(3)

(5) (6)

(7)

(17)

(19)

(21)

(29)

(30)

(31)

(32)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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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亞

季

殿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第八名

第七名

第六名

第五名

E1 E3 E5 E7 - 抽籤（分組冠軍）

E2 E4 E6 E8 - 抽籤（分組亞軍）

註：預賽同組冠軍、亞軍首輪錯開。

團體賽一般男生二人組　賽程表

決賽：取優勝前8名頒獎

※採單敗淘汰賽制

E組

比賽日期：3月29日(星期五)

(64)

(65)

(67)

(66)

(40) (41) (42) (43)

(52) (53)

(54)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