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年臺北聯合大學系統 

學生體育交流賽 
秩序冊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活動項目：籃球、排球、桌球、羽球、網球 

活動日期：106 年 11 月 18、19 日(星期六、日) 

活動地點：臺北科技大學運動場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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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體育交流賽 

籌備委員名單 

 
 

臺北科技大學  代理校長 黎文龍 

副校長 余政杰 

 副校長 楊哲化 

臺北醫學大學  校長 林建煌 

副校長 李飛鵬 

副校長 黃朝慶 

副校長 吳介信 

臺北大學 校長 李承嘉 

副校長 陳春生 

臺灣海洋大學  校長 張清風 

副校長 許泰文 

 副校長 莊季高 

副校長 蔡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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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總幹事：林惟鐘 

 

副總幹事：陸志成、周峻忠、黃耀宗 

 

競賽組：蔣憶德、張資榮、郭正煜、黎玉東、陳東韋 

 

裁判組：籃球裁判長：王文顯  

排球：黎玉東（文化大學裁判團隊） 

羽球：張資榮（各校隨隊裁判） 

網球：陳東韋（各校隨隊裁判） 

桌球：林惟鐘（各校隨隊裁判） 

 

場地器材組：陸志成、周峻忠、胡建麟、甯學良 

 

記錄組：林惠卿 

 

醫務組： 豐東洋、莊梅芬、林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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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會 裁 判 

 

技術暨審判委員會召集人：林惟鐘 

技術暨審判委員會委員：林惟鐘、甘乃文、林啟賢、黃智能 

裁判長：林惟鐘  

副裁判長：蔣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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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各項比賽於 11/18、19（六、日）上午 08：30 各比賽場地展

開，比賽項目包含羽球（中正館五樓球場）、桌球（中正館

B2 桌球教室）、網球（東校區網球場）、籃球（中正館五樓

球場）、排球（東校區排球場）。 

 

二、 網球與排球比賽如遇下雨，將視雨勢情況決定是否繼續該項

賽事。 

 

三、 各項賽事結束後隨即進行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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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競賽規程 

一、 宗旨：以體育活動交流增進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情誼，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

培養終生運動習慣。 

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男子、女子籃球隊 

四、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五、 比賽日期：106 年 11 月 18 日（六），共 1 天 

六、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七、 比賽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中正館室內籃球場 

八、 報名方式： 

(ㄧ)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電子檔e-mail至 longer0206@gmail.com周峻忠老師收。 

(二)未繳交電子檔之學校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九、 競賽分組： 

(一) 男子組：每校報名一隊，體育績優生（體保生、體資生）不得參加。 

(二) 女子組：每校報名一隊，體育績優生（體保生、體資生）不得參加。 

十、 競賽賽制：採抽籤四強決賽制。 

十一、 競賽規則： 

(一) 每隊可報名 16 人，每場登入 12 人。 

(二) 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現行國際籃球規則及本賽事相關規定：除暫

停、罰球、每節及延長賽最後兩分鐘依規則停錶，其餘時間皆不停錶，一、

二節與三、四節中間休息 1 分鐘，中場休息 3 分鐘。 

十二、 其餘規則： 

(一) 各隊應於比賽前三十分鐘到場辦妥一切出賽事宜(至記錄台領取球員登錄

單、繳交學生證及完成登錄)，逾比賽開始時間仍未到齊應出賽人數者，沒

收該場比賽，比數為 20：0。 

(二) 參加比賽之運動員，必須攜帶該學期註冊之學生證，以備查驗。 

(三) 球隊至少必須準備球衣兩套，賽程表排名在前之球隊著淺色球衣；賽程表排

名在後之球隊著深色球衣。 

(四) 如對球員資格有異議之球隊，請至少於賽後 30 分鐘內告知主辦單位，經主

辦單位受理並查證後如為實情，則判定該資格不符之球隊為敗，比數為 20：

0。 

十三、 抽籤及領隊會議：106 年 10 月 31 日（二）12：10，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

會議室。 

十四、 比賽用球： 

採用大專比賽用球。 

十五、 四強決賽方式： 

(一) 以抽籤決定四強對戰。 

(二) 勝隊晉級冠軍賽，敗隊進行季軍賽。 

十六、 保險：球隊比賽期間，請參賽單位自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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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競賽規程 

一、 宗旨：以體育活動交流增進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情誼，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培養終生

運動習慣。 

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男子、女子排球隊。 

四、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五、 比賽日期：106 年 11 月 18 日（六）、106 年 11 月 19 日（日），共 2 天 

六、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七、 比賽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東校區排球場 

八、 報名方式： 

(ㄧ)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 longer0206@gmail.com 周峻忠老師收。 

(二)未繳交電子檔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九、 競賽分組： 

（一） 男子組：凡為該校學生身份者皆可參加。(每場限定兩名體育績優選手出賽) 

（二） 女子組：凡為該校學生身份者皆可參加。(每場限定兩名體育績優選手出賽) 

十、 比賽制度： 

各組皆以三局二勝、決勝局 15 分，採循環賽制。 

十一、 競賽賽制：採單循環賽制。 

(一) 勝隊局數以 2:0 獲勝時，勝隊積分得 3 分，敗隊得零分；勝隊局數以 2:1 獲勝時，勝

隊積分得 2 分，敗隊得 1 分。 

(二) 中途棄賽隊伍不予列入名次，已賽結果亦不予計算。 

(三) 兩隊積分相同時以該兩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四) 兩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得失分差判定勝負。 

十二、 競賽規則： 

(一) 校隊組限定每場兩位體育績優保送選手參賽。 

(二) 各隊應於比賽前三十分鐘到場辦妥一切出賽事宜，於比賽開始時間仍未到齊應出賽

人數者，則沒收該場比賽。 

(三) 該場登錄比賽之運動員，必須攜帶該學期註冊單位之學生身份證明。 

(四) 大會規定之學生身份證明如下，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學生證（需含該學期註冊章） 

2. 在學證明（含照片） 

3. 無相片之在學證明需再出示含有相片之第二證件（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護照） 

十三、 抽籤及領隊會議：106 年 10 月 31 日（二）12：10，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會議室。 

十四、 比賽用球： 

(一) 男生組：MIKASA MVA300 型號。 

(二) 女生組：MIKASA MVA300 型號。 

十五、 保險：球隊職隊員比賽期間，請參賽單位自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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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競賽規程 
一、 宗旨：以體育活動交流增進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情誼，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

培養終生運動習慣。 

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桌球隊 

四、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五、 比賽日期： 106 年 11 月 19 日（日），共一天 

六、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七、 比賽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桌球室 

八、 報名方式： 

(ㄧ)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電子檔e-mail至 longer0206@gmail.com周峻忠老師收。 

(二)未繳交電子檔之學校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九、 報名人數： 

(一)團體賽：每校限報一隊，甲組球員及體保生(含體資生)不得參加，每隊報名

之球員（含隊長）以十人為限。 

(二)甲組球員另舉行男、女個人賽 (視報名人數多寡而定)，每校限報 5 人(含)為

限。 

十、 比賽制度： 

(一) 採七點制（單、單、雙、單、雙、單、單），不可兼點，各點不得輪空。 

(二) 每點採五局三勝制，每局採十一分制。 

(三) 採循環賽制，先贏四點隊伍者獲勝。 

(四) 兩隊戰績相同時以該兩隊比賽之勝隊獲勝。三隊以上戰績相同時，以戰績相

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 勝點數減負點數優者為勝。若再相同時，以該相關

各隊比賽結果之勝局數減負局數，優者為勝。如再相同時，以該相關各隊

比賽結果之勝分減負分，優者為勝。如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

定。 

十一、 其他競賽規定： 

(一) 各隊繳交出賽名單後，不得要求更換選手。 

(二) 比賽中如對對方選手身份有異議，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前向裁判提出查驗證

件之要求。 

(三) 團體賽中任何一點，如因未出賽而被判棄權時，取消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

資格。 

(四) 比賽期間若因某隊運動員受傷而人數不足，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空點

過半即喪失參賽資格。球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違反

比賽資格一經判定，則不論該場已賽勝負如何，一概判為對方之勝場。 

(五) 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 30 分鐘向大會領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 20

分鐘前提交大會競賽組，大會不再另行通知，未依規定提交名單者以棄權

論，如比賽時間有更動，以大會報告為準。 

(六) 競賽運動員必須準時出賽，經點名超過 5 分鐘仍未出場比賽視同棄權。 

(七) 球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違者該點以棄權論，並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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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資格，即往後各點以敗點記分。 

(八) 非當場比賽之球員，不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球員應迅速離開比

賽場地，不得藉故停留在場內或在空桌練習。 

(九) 為賽程之順利進行，比賽球檯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度及球檯同時舉

行，各隊不得異議。 

(十)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及公佈之。 

十二、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佈之最新規則。 

十三、 抽籤及領隊會議： 

106 年 10 月 31 日（二）12：10，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會議室。 

十四、 保險：比賽期間，請參賽單位自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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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球競賽規程 
 

一、 宗旨：以體育活動交流增進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情誼，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培養終生

運動習慣。 

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桌球隊 

四、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五、 比賽日期： 106 年 11 月 19 日（日），共 1 天 

六、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七、 比賽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中正館綜合球場 

八、 報名方式： 

(ㄧ)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 longer0206@gmail.com 周峻忠老師收。 

(二)未繳交電子檔之學校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九、 競賽制度： 

(一) 甲組球員及體保生(含體資生)不得參加，每隊報名之球員（含隊長）以十人為限。 

(二) 採分組循環，依單、雙、單、雙、單順序出賽。每場比賽五點皆須打完。各隊以勝

場數多者為勝，若勝場數相同者，以累積勝點數多者為勝，若勝點數相同，則以累

積勝局數較多者為勝。若勝局數相同，則以雙方各點之比賽分數總和為準，總分多

者為勝。 

(三) 每點比賽採三局制，每局 21 分。 

十、 其他競賽規定： 

(一) 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 30 分鐘前向大會領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 20 分鐘

前提交大會競賽組，未依規定提交名單者以棄權論，如比賽時間有更動，以大會報

告為準(各項時間規定以大會時鐘為準)。 

(二) 各隊繳交出賽名單後，不得要求更換選手。 

(三) 不得輪空點。 

(四) 競賽運動員必須準時出賽，經點名超過 5 分鐘仍未出賽視同棄權。 

(五) 比賽列隊時若其中一方選手缺席，未能於三分鐘內準時列隊，則該點視同棄權。 

(六) 比賽隊伍因該點選手受傷而無法出賽則該點比賽判定為對方獲勝。若比賽隊伍派出

不符選手資格之選手或派出不在選手名單上之選手，則該場比賽無條件由對方獲

勝。 

(七) 球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學生證，雙方運動員全體列隊，核對各點出賽運動員身份

無誤後，開始進行比賽。比賽結束前，若出賽運動員有人、證不符之情況得再次要

求核對運動員身份。違反比賽資格一經判定，則不論該場已賽勝負如何，一概判為

對方之勝場。 

(八) 為使比賽順利進行，大會有權拆點比賽。 

十一、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羽球協會公佈之最新規則。 

十二、 抽籤及領隊會議：106 年 10 月 31 日（二）12：10，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會議室。 

保險：比賽期間，請參賽單位自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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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競賽規程 
一、 宗旨：以體育活動交流增進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情誼，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

培養終生運動習慣。 

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網球隊 

四、 協辦單位：臺北醫學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五、 比賽日期：106 年 11 月 18 日（六）共一天 

六、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七、 比賽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東校區網球場 

八、 報名方式： 

(ㄧ)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 longer0206@gmail.com 周峻忠老師

收。 

(三)未繳交電子檔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九、 競賽賽制： 

(一) 採單循環賽制，每場比賽五點皆須打完。各隊以勝點數多者為勝，若勝場數

相同者，則以累積所勝局數為準，所勝局數較多者為勝。若勝局數相同，則

以雙方各點之比賽分數總和為準，總分多者為勝。 

十、 競賽制度： 

(一) 每隊至多可報名 12 人，每場 7 人出賽。 

(二) 五點制（單、雙、單、雙、單），不得兼點；每點皆打一盤六局，雙打採用

NO-AD。 

十一、 抽籤及領隊會議：106 年 10 月 31 日（二）12：10，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體育室

會議室。 

十二、 比賽用球： 

Slazenger 比賽用球。 

十三、 保險：比賽期間，請參賽單位自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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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籃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結果 勝隊 

一 10:30 北大 VS. 海大   

二 11:30 北科 VS. 北醫   

三 14:30 季軍賽   

四 15:30 冠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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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籃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結果 勝隊 

一 08:30 海大 VS. 北醫   

二 09:30 北科 VS. 北大   

三 12:30 季軍賽   

四 13:30 冠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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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排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結果 勝隊 

一 08:30-09:30 北醫 VS. 北大   

二 09:30-10:30 北科 VS. 海大   

三 11:00-12:00 北醫 VS. 北科   

四 12:00-13:00 北大 VS. 海大   

五 13:30-14:30 北醫 VS. 海大   

六 14:30-15:30 北大 VS. 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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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排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結果 勝隊 

一 08:30-09:30 海大 VS. 北科   

二 09:30-10:30 北醫 VS. 北大   

三 11:00-12:00 海大 VS. 北醫   

四 12:00-13:00 北科 VS. 北大   

五 13:30-14:30 海大 VS. 北大   

六 14:30-15:30 北科 VS. 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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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場地 結果 勝隊 

一 08:30-10:00 海大 VS. 北科 甲   

二 08:30-10:00 北大 VS. 北醫 乙   

三 10:00-11:30 北科 VS. 北醫 甲   

四 10:00-11:30 海大 VS. 北大 乙   

五 11:30-13:00 海大 VS. 北醫 甲   

六 11:30-13:00 北科 VS. 北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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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場地 結果 勝隊

一 08:30-10:00 北大 VS. 北醫 甲   

二 08:30-10:00 海大 VS. 北科 乙   

三 10:00-11:30 北醫 VS. 北科 甲   

四 10:00-11:30 北大 VS. 海大 乙   

五 11:30-13:00 北大 VS. 北科 甲   

六 11:30-13:00 北醫 VS. 海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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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賽程表 

場

次 
時間 比賽隊伍 場地 結果 勝隊

一 08:30-10:00 海大 VS. 北科 甲   

二 08:30-10:00 北大 VS. 北醫 乙   

三 10:00-11:30 北科 VS. 北醫 甲   

四 10:00-11:30 海大 VS. 北大 乙   

五 11:30-13:00 海大 VS. 北醫 甲   

六 11:30-13:00 北科 VS. 北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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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地位置圖 

 
 

籃球 :中正紀念館5樓 

排球 :東校區排球場 

桌球 :中正紀念館B2桌球室 

羽球 :中正紀念館5樓 

網球 :東校區戶外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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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比賽參賽人員名單暨人數統計一覽表 

總計參加人數：362 人 

男子籃球共 64 人 

女子籃球共 55 人 

男子排球共 68 人 

女子排球共 53 人 

桌球共 40 人 

羽球共 40 人 

網球共 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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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籃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段葉芳 管理 陳晏笙 

總教練 郭正煜 隊長 唐梓晉 

教練 張凱宇   

團體賽球員 

唐梓晉 曹力升 鍾茂仁 陳冠達 李翊瑋 

蔡佳緯 林格正 陳靖霖 葉旻軒 陳祈宏 

周顯恩 卡艾森 黃偉華 洪瑋 侯彥任 

鄭炳烽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教練 沈志龍 隊長 聞浩德 

團體賽球員 

聞浩德 黃麒安 林厚融 蔡德儒 顏駿豪 

熊韋翔 林資淯 李士堯 許巍瀚 羅開禹 

廖展毅 鄭惟均 顏廷恩 陳冠綸 黃聿謙 

廖錯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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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學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林采蓉 

教練 白益瑋 隊長 鄧書帆 

團體賽球員 

鄧書帆 黃彥瑋 吳承彥 李齊泰 林國弘 

李承縉 蘇穎峰 陳威宇 王紹安 余孟哲 

周博凡 方力行 劉大維 李岳霖 阮傳堯 

王皓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張清風 管理 蔡沛宏 

教練 蔡琪揚 隊長 鄭宇州 

團體賽球員 

林章能 唐宇辰 鄭宇州 王詮文 陳柏瑜 

賴泓翰 沈子祺 陳柏睿 黃于閣 呂宣翰 

何岳庭 楊承諭 蔡旻晉 黃偉哲 陸建宏 

王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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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籃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林惟鐘 管理 林威玲 

教練 蔣憶德 隊長 岑樂童 

團體賽球員 

岑樂童 林宛萱 陳佳萱 林嬿婷 李婉瑜 

李晨寧 陳玟伶 洪偉真 顏嘉瑩 王嵐萱 

鄭勻禎 潘美辰 林怡秀 林庭伃 陳妤芯 

蔡詠涵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教練 廖信睿 隊長 周潔儀 

團體賽球員 

周潔儀 陳孟渝 胡啟心 沈妙盈 賴美樺 

楊欣蓓 陳曼緯 謝懷萱 陳舒平 黃怡瑄 

莊明真 朱家琦 林俐紋 簡偉婷 徐陽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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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學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教練 林雅麗 隊長 吳琬婷 

團體賽球員 

吳琬婷 張維羽 黃楷玲 劉芳均 王意如 

王禹晴 謝盈盈 謝念庭 龔珆瑧 姜喆心 

黃千芮 林孟琪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張清風 管理  

教練 蔡琪揚 隊長 黃翊寧 

團體賽球員 

黃翊寧 陳映妤 林奕伶 徐筱茜 蕭尹芊 

游雅安 陳亮蓉 林芷寧 陳文欣 尹牧千 

李冠儀 陳嘉鴻 王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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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排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翁祖炘 管理 陳君瑜 

教練 黎玉東 隊長 莊秉凡 

團體賽球員 

莊秉凡 羅懷暐 王聖弼 彭文聖 洪秉宏 

毛特立 陳昆賢 酆正駒 施俊宇 郭廷愷 

林彥廷 吳驊倫 陳玄揚 葉宗威 許宸浩 

邱偉誠 凌偉翔 吳昭賢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鄭皓元 

教練 翁仲邦 隊長 林錦飛 

團體賽球員 

陳品翰(體保) 胡育嘉 劉宸羽 李昊 尤志維 

張淯傑 閻家緯 石承祐 葉宇恩 彭昕晨 

蕭翔泰(體保) 劉  錕 林冠宇 林志浩 鄭皓元 

陳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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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學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蘇品宸 

教練 洪至祥 隊長 韓長霖 

團體賽球員 

韓長霖 吳立祐 蘇宣宇 張傑 韓長霖 

蔡正儀 徐睿辰 王韋傑 蘇俊瑋 蔡正儀 

陳宇澤 楊子毅 陳寬 李梓維 陳宇澤 

俞宗呈 蕭仲呈 蔡承洋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張清風 管理 李怡萱 

教練 張建邦 隊長 林仁德 

團體賽球員 

林仁德 簡雅堂 葉彥青 顏愷 林仁德 

林政寬 侯鑫瑋 林雨澄 洪景宗 林政寬 

林紘緯 卓鈺翔 蕭庭巖 許耀文 陳政維 

傅少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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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排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黎玉東 管理 溫子馨 

教練 羅懷瑋 隊長 溫子馨 

團體賽球員 

溫子馨 陳虹蓁 徐瀞禧 程以婷 張君珮 

陳昱斳 宋珮琪 陳姿君 胡資雨 潘郁蓓 

謝語宸 羅繼青 姚家華 洪子婷 賴以雯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莫沛儒 

教練 許翰祥 隊長 王彥文 

團體賽球員 

王彥文(體保) 鍾明潔(體保) 周鈺潔 何諼 林昱宸 

陳映頻 郭佩琪 魏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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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學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江育毅 

教練 
洪至祥 

簡翔偉 
隊長 朱曼榕 

團體賽球員 

朱曼榕 楊天韻 石庭慧 林雅翠 朱育嬋 

吳冠蓁 蔡宗真 洪曼鈞 黃筑渝 紀雅馨 

蘇郁恬 羅昭宜 李函夏 沈文琦 潘沐昀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張清風 管理 羅喻云 

教練 張建邦 隊長 劉馥真 

團體賽球員 

劉馥真 韋樂如 邱怡晴 黃小芃 陳嬿至 

蘇嘉雯 陳郁晴 陳芃伶 黃慧瑄 白閔晴 

王筱媛 蔡宜廷 吳雨純 洪敏晞 江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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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曾添文 管理 李文達 

教練 林惟鐘 隊長 詹承峰 

團體賽球員 

廖宸韋 詹承峰 彭詠盛 陳愷沅 莊博勝 

陳昱辰 陳德劍 練大衛 謝明哲 戴以新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管理 黃碩平 

教練 吳家慶 隊長 黃睦昕 

團體賽球員 

黃碩平 曾彥儒 趙士賢 盧潤泰 張凱威 

黃子恩 金原悠人 張恩誠 莊子平 蕭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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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大 

聯絡人 
領隊 張榮善 管理 鍾雨純 

教練 姜尚佑 隊長 陳明謙 

團體賽球員 

陳明謙 黃聖文 徐翊庭 梁文謙 劉宗奇 

吳婉榕 林欣岳 李昌修 趙冠齊 翁建弘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管理  

教練 黃智能 隊長 
羅于晴 

陳冠霖 

團體賽球員 

李宜臻 陳瑀訢 盧建亨 吳耿德 李宜臻 

張宇升 蔡元川 蔣焯熹 林詣為 張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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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 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吳傳威 管理 洪春凰 

教練 張資榮 隊長 張鈞豪 

團體賽球員 

王中群 賴建鈞 呂承哲 詹為翔 李宗霖 

巫冠毅 蔡立言 楊竣傑 賴泰元 張鈞豪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黃毓然 

教練 陳則賢 隊長 陳玠宏 

團體賽球員 

陳玠宏 林哲皜 郭炳麟 余文傑 黃毓然 

劉韋伸 林思凱 郭小弘 姚宇軒 黃柏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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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大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教練 祁崇溥 隊長 李皓維 

團體賽球員 

李皓維 田政輝 洪佳豪 謝科深 陳俊天 

謝秉真 成博儒 郭俊永 吳仲升 鄭宇志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張清風 管理  

教練 張少遜 隊長 王浩宇 

團體賽球員 

王浩宇 劉莉敏 方美瑜 李柏樂 洪偉峻 

周翰宣 呂培丞 劉旆辰 林萬軒 沈騰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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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球參賽名單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林惟鐘 管理 張智淵 

教練 陳東韋 隊長 蔡宇翔 

團體賽球員 

蔡宇翔 費文元 陳柏安 楊政勳 楊鈞翔 

王敬捷 何宣諭 林后原 吳豐君 張智淵 

邱柏諺     

 

學校名稱 國立臺北大學 

聯絡人 
領隊 李承嘉 管理 林美華 

教練 陳建瑋 隊長 周震強 

團體賽球員 

傅煒宬 楊博鈞 陳奕翔 賴力豪 曹源恆 

蔡耀鴻 陳梓瑋 鍾恩曜 王崇淵 簡明申 

周震強 陳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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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臺北醫學大學 

聯絡人 
領隊 甘乃文 管理  

教練 李家豪 隊長 謝承賢 

團體賽球員 

楊庭豪 林耕生 張育翔 楊濟華 謝承賢 

河原浩二 李達浩 楊博翰 温家鳴  

 

 

學校名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聯絡人 
領隊 黃智能 管理 林聖萱 

教練 林子揚 隊長 袁偉捷 

團體賽球員 

袁偉捷 韓凱森 蕭郁錞 洪崇駿 王祐寧 

潘俊燁 梁耿銘 黃孟鋌 謝仁瑋 曾寶賢 

王可任 李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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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及地圖 

 

地址：10608 臺北市忠孝東路三段一號 

‧搭乘捷運： 

藍線【板南土城線】忠孝新生站 或 橘線【中和新蘆線】忠孝新生站，4 號出口臺北科技大學。 

‧各線公車： 

‧臺北科技大學站--212、212 直達車、232、262、299 及 605。 ‧忠孝新生路口站--72、109、115、

214、222、226、280、290、505、642、665、668、672 及松江新生幹線。 

‧搭火車： 

由臺北火車站直接轉捷運【板南線】至忠孝新生站，4 號出口臺北科技大學。 

‧搭高鐵： 

由高鐵臺北站直接轉捷運【板南線】至忠孝新生站，4 號出口臺北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