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7學年度法式滾球錦標賽  

序 參賽學校 姓名 系所 學號 教練 助理教練 管理

1 北市大學 連冠宏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548031

2 文化大學 楊竣閔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A7211581 陳順義 祁業榮 張靜文

3 高雄醫大 蔡裕欽 運動醫學系 107009003 邱婕寧

4 文化大學 李佳承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A3290576 陳順義 祁業榮 張靜文

5 臺灣體大 蘇奕郡 體育學系 40701028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6 臺灣體大 林明玹 體育學系 40701128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7 臺東專校 李政德 電機科 1035080010 王尚美 陳智彥 陳智彥

8 北市大學 王星貿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448031

9 慈惠醫專 潘昱廷 餐飲管理科 50409335 陳慧真 陳清雨

10 北市大學 王俊迪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648025

11 雲林科大 郭致嘉 營建工程系 B10716014 郭致嘉

12 大仁科大 古錦揚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4110016 鍾保明 吳兆欣 張耿介

13 臺灣體大 許靖民 體育學系 40401016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14 臺灣體大 李炯德 體育學系碩士班 10701024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15 大仁科大 吳俊豪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4110010 鍾保明 吳兆欣 張耿介

16 北市大學 周楷叡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648023

17 北市大學 陳卿瑜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648056

18 文化大學 陳竑文 體育學系運動教練博士班 A7000548 陳順義 祁業榮 張靜文

19 北市大學 闕壯濂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748036

20 北市大學 廖子齊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448033

21 美和科大 潘元儒 運動休閒系 D40729233 許玟琇 鄭貴秀

序 參賽學校 姓名 系所 學號 教練 助理教練 管理

1-1 銘傳大學 陳彥淇 財金四丙 4541520 黃玉娟 陳竑廷

1 銘傳大學 楊婷茵 法律三乙 5410584 黃玉娟 陳竑廷

2 臺灣體大 楊若姍 體育學系 F0701104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3 北市大學 姜  岑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548033

4 北市大學 林郁珊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748022

5 臺灣體大 黃渝婷 體育學系 40701140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6 高雄醫大 林子倫 運動醫學系 107507002 邱婕寧

7 臺東專校 蔡欣妤 食品科 1065070026 王尚美 陳智彥 陳智彥

8 文化大學 鄭雅婷 體育學系運動教練碩士班 A7106940 陳順義 祁業榮 張靜文

9 北市大學 黃睦詠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548042

10 臺灣體大 楊雁琳 體育學系碩士班 10701006 吳鴻文 李柏慧 陳重佑

11 慈惠醫專 周美玲 休閒事業管理科 50302104 陳慧真 陳清雨

個人射擊擲準賽　運動員名單

公開男生組個人賽

公開女生組個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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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參賽學校 姓名 系所 學號 教練 助理教練 管理

1-2 臺灣科大 徐旻鋒 電子工程系 B10402237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 臺灣科大 李雅各 機械工程系 B10503134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2 高雄醫大 劉耕嘉 運動醫學系 107009033 邱婕寧

3 銘傳大學 陳恆逸 國企四丁 4570603 黃玉娟 陳竑廷

4 雲林科大 涂家澄 營建工程系 B10716049 郭致嘉

5 慈惠醫專 潘宗德 物理治療科 50406458 陳慧真 陳清雨

6 臺灣科大 黃仕勳 資訊工程系 B10615037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7 銘傳大學 鄭宇安 財金二甲 6540476 黃玉娟 陳竑廷

8 銘傳大學 許家睿 企管四丙 4112652 黃玉娟 陳竑廷

9 臺灣科大 許世旻 電機工程系 B10607012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0 銘傳大學 林冠綸 企管四丙 4110131 黃玉娟 陳竑廷

11 慈惠醫專 台定宏 數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50302101 陳慧真 陳清雨

12 臺灣科大 譚項軒 全校不分系學士班 B10630225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3 銘傳大學 林昀翰 企管四丙 4112803 黃玉娟 陳竑廷

14 臺灣科大 邱炳貴 電機工程系 B10607106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5 臺灣科大 張育維 電子工程系 B10302034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6 高雄醫大 蔡世傳 運動醫學系 107009035 邱婕寧

17 慈惠醫專 潘彥宇 護理科 50701343 陳慧真 陳清雨

18 臺灣科大 趙健宇 企業管理系 B10533023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序 參賽學校 姓名 系所 學號 教練 助理教練 管理

1 中正大學 陳佳吟 運休所 606736003 王順正 周大鈞 陳佳吟

2 銘傳大學 王煜鑫 企管三乙 5110661 黃玉娟 陳竑廷

3 銘傳大學 葛  潔 企管三丁 5110182 黃玉娟 陳竑廷

4 慈惠醫專 林宜屏 休閒事業管理科 50302106 陳慧真 陳清雨

5 銘傳大學 許家惠 財金四丙 4542673 黃玉娟 陳竑廷

6 慈惠醫專 江品葦 休閒事業管理科 50307103 陳慧真 陳清雨

7 銘傳大學 張庭瑄 企管三甲 5111885 黃玉娟 陳竑廷

8 銘傳大學 林佑庭 企管三甲 5111735 黃玉娟 陳竑廷

9 臺灣科大 張芷晴 營建工程系 B10505144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0 高雄醫大 邱緯嘉 運動醫學系 107009018 邱婕寧

11 臺灣科大 王薏瑄 全校不分系學士班 B10730011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2 臺灣科大 謝宜芳 電機工程系 B10607001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3 臺灣科大 朱柔安 企業管理系 B10608022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4 銘傳大學 吳亞蓓 企管四丙 4112695 黃玉娟 陳竑廷

15 高雄醫大 張雅媛 運動醫學系 107009022 邱婕寧

一般男生組個人賽

一般女生組個人賽

個人射擊擲準賽　運動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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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道

序號

陳彥淇 臺灣科大 北市大學 文化大學 高雄醫大 文化大學

運動員 徐旻鋒 連冠宏 楊竣閔 蔡裕欽 李佳承

公開女 一般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臺灣體大 臺灣體大 臺東專校 北市大學 慈惠醫專 北市大學

蘇奕郡 林明玹 李政德 王星貿 潘昱廷 王俊迪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雲林科大 大仁科大 臺灣體大 臺灣體大 大仁科大 北市大學

郭致嘉 古錦揚 許靖民 李炯德 吳俊豪 周楷叡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北市大學 文化大學 北市大學 北市大學 美和科大 銘傳大學

陳卿瑜 陳竑文 闕壯濂 廖子齊 潘元儒 楊婷茵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男 公開女

臺灣體大 北市大學 北市大學 臺灣體大 高雄醫大 臺東專校

楊若姍 姜  岑 林郁珊 黃渝婷 林子倫 蔡欣妤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文化大學 北市大學 臺灣體大 慈惠醫專 臺灣科大 高雄醫大

鄭雅婷 黃睦詠 楊雁琳 周美玲 李雅各 劉耕嘉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公開女 一般男 一般男

銘傳大學 雲林科大 慈惠醫專 臺灣科大 銘傳大學 銘傳大學

陳恆逸 涂家澄 潘宗德 黃仕勳 鄭宇安 許家睿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臺灣科大 銘傳大學 慈惠醫專 臺灣科大 銘傳大學 臺灣科大

許世旻 林冠綸 台定宏 譚項軒 林昀翰 邱炳貴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臺灣科大 高雄醫大 慈惠醫專 臺灣科大 中正大學 銘傳大學

張育維 蔡世傳 潘彥宇 趙健宇 陳佳吟 王煜鑫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男 一般女 一般女

銘傳大學 慈惠醫專 銘傳大學 慈惠醫專 銘傳大學 銘傳大學

葛  潔 林宜屏 許家惠 江品葦 張庭瑄 林佑庭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臺灣科大 高雄醫大 臺灣科大 臺灣科大 臺灣科大 銘傳大學

張芷晴 邱緯嘉 王薏瑄 謝宜芳 朱柔安 吳亞蓓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一般女

高雄醫大

張雅媛

一般女

個人射擊擲準賽　比賽輪序表

比賽日期：3月30日(星期六)　上午 08時 30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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