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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教練

林柄澄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6110002

童佑慈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407110015

陳昱安 休閒運動管理系 4007201254

楊怡柔 休閒運動管理系 40062021279

張雅媛 運動醫學系 107009022

蔡世傳 運動醫學系 107009035

周大鈞 運休所 606736009

陳佳吟 運休所 606736003

蔡茂昌 運休所 607736001

郭哲君 運休所 606736010

張育維 電子工程系 B10302034

謝宜芳 電機工程系 B10607001

韓志杰 電子工程系 B10402030

徐瑞憫 電資學士班 B10732016

黃仕勳 資訊工程系 B10615037

朱柔安 企業管理系 B10608022

台定宏 休閒事業管理科 50407101

張淑華 休閒事業管理科 50607149

張宇魁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448056

蔡咏珊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U10548010

陳  盟 牙醫系 B202107071

陳祺琛 牙體系 B210106023

莊馨儀 醫管系 B908106031

楊峻弦 醫學系 B101107069

林昀翰 企管四丙 4112803

許家惠 財金四丙 4542673

林冠綸 企管四丙 4110131

張庭瑄 企管三甲 5111885

吳亞蓓 企管四丙 4112695

許家睿 企管四丙 4112652

序 項目 隊名 姓名 系所 學號

團體賽一般混雙二人組　運動員名單

教練 管理

大仁科大 鍾保明 張富鈞 潘寶石

4 一般組  中正大學A 王順正 周大鈞 陳佳吟

3 一般組 高醫大學 邱婕寧

2 一般組 高苑科大 廖清海

1 一般組

6 一般組 臺灣科大A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5 一般組  中正大學B 王順正 周大鈞 陳佳吟

8 一般組 臺灣科大C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7 一般組 臺灣科大B 簡桂彬 黃子綺 趙健宇

11 一般組 臺北醫大A 鍾雨純 劉芷妤 洪至祥

9 一般組 慈惠醫專 陳慧真 陳清雨

10 一般組 北市大學

13 一般組 銘傳大學A 黃玉娟 陳竑廷

12 一般組 臺北醫大B 鍾雨純 劉芷妤 洪至祥

15 一般組 銘傳大學C 黃玉娟 陳竑廷

14 一般組 銘傳大學B 黃玉娟 陳竑廷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7學年度法式滾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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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組

團體賽一般混雙二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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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星期日)

(15)

(29)

(1) (2)

臺灣科大C 銘傳大學A 大仁科大

C組

勝

臺北醫大A 臺灣科大A 銘傳大學B 中正大學B

(20)

D組

勝

勝

高醫大學 臺北醫大B 高苑科大  中正大學A

(16)

B組

勝

北市大學 慈惠醫專

(17)

(19)

(21)

(3)

(5)

(7)

(4)

(6)

(30)

(31)

(32)

銘傳大學C 臺灣科大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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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亞

季

殿

E1 E2 E3 E4 E5 E6 E7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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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賽一般混雙二人組　賽程表

決賽：取優勝前8名頒獎

※採單敗淘汰賽制

比賽日期：3月31日(星期日)

E組

(37) (38) (39) (40)

(42)

(51)

(52)

(41)

(44)(43)

(53)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