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    別 項   目 參加隊數 比賽場數 總   計

男生團體組 22 隊 40 場

女生團體組 5 隊 10 場

合    計 27 隊 50 場

男 生 單 打 50 人 54 場

女 生 單 打 37 人 47 場

男 生 雙 打 38 組 42 場

女 生 雙 打 28 組 32 場

混 合 雙 打 25 組 29 場

合    計 178 人(組) 204 場

二、說明 :

 淘汰賽

種子 輪空    場次

(★1) bye #1

日期 時間  場地

日     期 3月13日 3月14日 3月15日

08:00 08:00 08:00

↓ ↓ ↓

18:00 17:00 14:00

10 10 4

面 面 面

團體 24 20 6

個人 114 70 20

138 90 26

場 場 場

使用場地

場    數

總    計 254 場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中區羽球資格賽程統計表

時  間 : 108 年 3 月 13 日 至 15 日

地  點 : 中  興  大  學  體  育  館

一、賽程統計表 :

團體組

254 場

個人組

使用時間

3/28     08:00     (1)



一、團體組參賽隊數及分配會內賽名額統計表 :

區別 備  註

參賽隊數

晉級名額 商數大的進位

參賽隊數

晉級名額 商數大的進位

參賽隊數

晉級名額 商數大的進位

參賽隊數

晉級名額

二、個人組參賽隊數及分配會內賽名額統計表 :

區別 男生單打 女生單打 男生雙打 女生雙打 混合雙打

參賽人數 117 人 63 人 72 組 42 組 46 組

晉級名額 16.71 → 17 人 16.66 → 17 人 7.57 → 8 組 7.46 → 7 組 7.74 → 8 組

參賽人數 50 人 37 人 38 組 28 組 25 組

晉級名額 7.14 → 7 人 9.78 → 10 人 4.00 → 4 組 4.97 → 5 組 4.21 → 4 組

參賽人數 57 人 21 人 42 組 20 組 24 組

晉級名額 8.14 → 8 人 5.55 → 5 人 4.42 → 4 組 3.55 → 4 組 4.04 → 4 組

參賽人數  224人 121 人 152 組 90 組 95 組

晉級名額 32 人 32 人 16 組 16 組 16 組

16 隊 16 隊

南區

18 隊

3.63 → 4 ＋1(地主名額)

66＋1 隊 29＋1 隊

9.31 → 9 隊

3.10 → 3 ＋1(地主名額)

22 隊 5 隊

6.36 → 6 隊

16 隊＋1 隊 6 隊＋1 隊

4.99 → 5 隊 2.58 → 3 隊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羽球參賽隊數及晉級會內賽名額統計表

男 生 團 體 女 生 團 體

28 隊

總計

北區

中區

南區

總計

北區

中區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08:00 男單#3 男單#4 男單#7 男單#8 男單#11 男單#12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男單#17

08:30 男單#18 男單#19 男單#21 男單#22 男單#25 男單#26 男單#29 男單#30 女單#8 女單#16

09:00 女單#17 女單#21

09:30 女單#25 男雙#8

10:00 男雙#12 男雙#16

10:30 男雙#17 男雙#21 男雙#25 女雙#2 女雙#3 女雙#4 女雙#6 女雙#7 女雙#8 女雙#9

11:00 女雙#10 女雙#11 女雙#13 女雙#14 女雙#15 男單#33 男單#34 男單#35 男單#36 男單#37

11:30 男單#38 男單#39 男單#40 男單#41 男單#42 男單#43 男單#44 男單#45 男單#46 男單#47

12:00 混雙 #2 男單#48

12:30 混雙 #4 混雙 #6 混雙 #8 混雙 #9

13:00 混雙 #10 混雙 #11 混雙 #13 混雙 #15

13:30 女單#33 女單#34 女單#35 女單#36 女單#37 女單#38 女單#39 女單#40

14:00 女單#41 女單#42 女單#43 女單#44 女單#45 女單#46 女單#47 女單#48

14:30 男雙#33 男雙#34 男雙#35 男雙#36 男雙#37 男雙#38 男雙#39 男雙#40

15:00 男雙#41 男雙#42 男雙#43 男雙#44 男雙#45 男雙#46 男雙#47 男雙#48 女雙#17 女雙#18

15:30 女雙#19 女雙#20

16:00 女雙#21 女雙#22

16:30 女雙#23 女雙#24

17:00 混雙 #17 混雙 #18 混雙 #19 混雙 #20 混雙 #21 混雙 #22 混雙 #23 混雙 #24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3日

團體賽：24場 個人賽：114 場

男團 3-4 男團 6-7 男團9-10 男團 12-13 男團 15-16 男團 18-19 女團 2-5 女團 3-4

男團 21-22

男團 4-5 男團 7-8 男團10-11 男團 13-14 男團 16-17

男團 15-17

男團 19-20

女團 1-4 女團 2-3

男團 18-20男團 1-2 男團 3-5 男團6-8 男團9-11 男團 12-14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08:00 混雙 #25 混雙 #26

08:30 混雙 #27 混雙 #28

09:00

09:30

10:00 男單#49 男單#50 男單#51 男單#52 男單#53 男單#54 男單#55 男單#56

10:30 女單#49 女單#50 女單#51 女單#52 女單#53 女單#54 女單#55 女單#56

11:00 男雙#49 男雙#50 男雙#51 男雙#52 男雙#53 男雙#54 男雙#55 男雙#56

11:30 女雙#25 女雙#26 女雙#27 女雙#28

12:00 男單#57 男單#58 男單#59 男單#60 女單#57 女單#58

12:30 女單#59 女單#60 女單#61 女單#62 女單#63 女單#64

13:00 男雙#57 男雙#58 男雙#59 男雙#60

13:30 女雙#29 女雙#30 女雙#31 女雙#32

14:00 男單#61 男單#62 男單#63 男單#64

14:30 女單#65 女單#66 女單#67 女單#68 女單#69 女單#70

15:00 男雙#61 男雙#62 男雙#63 男雙#64

15:30

16:00 混雙 #29 混雙 #30 混雙 #31 混雙 #32

16:30

女團 1-3 女團 4-5

男團#13 男團#14 男團#15 男團#16

男團#9 男團#11男團#10 男團#12

女團 3-5 女團 1-2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4日

團體賽：20 場 個人賽：70 場

男團#6 男團#7 男團#8男團#1 男團#2 男團#3 男團#4 男團#5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08:00 混雙 #33 混雙 #34 混雙 #35 混雙 #36

08:30 女單#71 女單#72 女單#73 女單#74

09:00 男單#65 男單#66 男單#67 男單#68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女雙#33 女雙#34 女雙#35 女雙#36

13:30 男雙#65 男雙#66 男雙#67 男雙#68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5日

團體賽：6 場 個人賽：20 場

男團#20

女團 1-5 女團 2-4

男團#17 男團#18 男團#19



男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積分 名次

1 (★1) 僑光科大  3/13 15:30 (1)

2 臺中科大  3/13 15:30 (1)

男乙團 -  B

編號 隊名 3 4 5 積分 名次

3 (★8) 逢甲大學  3/13 09:00 (1)  3/13 15:30 (2)

4 中山醫大  3/13 09:00 (1)  3/1312:00 (1)

5 虎尾科大  3/13 15:30 (2)  3/1312:00 (1)

男乙團 -  C

編號 隊名 6 7 8 積分 名次

6 (★4) 中興大學  3/13 09:00 (2)  3/13 15:30 (3)

7 靜宜大學  3/13 09:00 (2)  3/1312:00 (2)

8 朝陽科大  3/13 15:30 (3)  3/1312:00 (2)

男乙團 -  D

編號 隊名 9 10 11 積分 名次

9 (★5) 東海大學  3/13 09:00 (3)  3/13 15:30 (4)

10 聯合大學  3/13 09:00 (3)  3/1312:00 (3)

11 暨南大學  3/13 15:30 (4)  3/1312:00 (3)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22 隊，40 場 ，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8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男乙團 -  E

編號 隊名 12 13 14 積分 名次

12 (★6) 彰化師大  3/13 09:00 (4)  3/13 15:30 (5)

13 中臺科大  3/13 09:00 (4)  3/1312:00 (4)

14 臺中教大  3/13 15:30 (5)  3/1312:00 (4)

男乙團 -  F

編號 隊名 15 16 17 積分 名次

15 (★3) 清華大學  3/13 09:00 (5)  3/13 15:30 (6)

16 明新科大  3/13 09:00 (5)  3/1312:00 (5)

17 環球科大  3/13 15:30 (6)  3/1312:00 (5)

男乙團 -  G

編號 隊名 18 19 20 積分 名次

18 (★7) 中國醫大  3/13 09:00 (6)  3/13 15:30 (7)

19 大葉大學  3/13 09:00 (6)  3/1312:00 (6)

20 勤益科大  3/13 15:30 (7)  3/1312:00 (6)

男乙團 -  H

編號 隊名 21 22 積分 名次

21 (★2) 交通大學  3/13 15:30 (8)

22 亞洲大學  3/13 15:30 (8)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22 隊，40 場 ，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8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男團體 決賽：

日期 3/14 3/14 3/14 3/15 3/15

1 A1

#1

2 08:00 (1)

#9

3 B1 11:30 (1)

#2

4 08:00 (2)

#13

5 C1 15:00 (1)

#3

6 08:00 (3)

#10

7 D1 11:30 (2)

#4

8 08:00 (4)

第三、四名 #19 #20 第一、二名

9 11:00 (3) 11:00 (4)

#5

10 E1 08:00 (5)

#11

11 11:30 (3)

#6

12 F1 08:00 (6)

#14

13 15:00 (2)

#7

14 G1 08:00 (7)

#12

15 11:30 (4)

#8

16 H1 08:00 (8)

日期 3/14 3/15 3/15

#9敗

#15

#10敗 15:00 (3)

第七、八名 #17 #18 第五、六名

11:00 (1) 11:00 (2)

#11敗

#16

#12敗 15:00 (4)

採單淘汰賽，分組第一名依序定位，分組第二名抽籤 (預賽同組重抽)。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22 隊，40 場 ，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女團體 決賽：

編號 隊名 (★1)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暨南大學 中國醫大 (★2) 中興大學

1 (★1) 交通大學  3/14 10:00 (2)  3/14 13:30 (1)  3/13 13:30 (1)  3/15 09:30 (1)

2 清華大學  3/14 10:00 (2)  3/13 13:30 (2)  3/15 09:30 (3)  3/13 09:00 (7)

3 暨南大學  3/14 13:30 (1)  3/13 13:30 (2)  3/13 09:00 (8)  3/14 10:00 (1)

4 中國醫大  3/13 13:30 (1)  3/15 09:30 (3)  3/13 09:00 (8)  3/14 13:30 (2)

5 (★2) 中興大學  3/15 09:30 (1)  3/13 09:00 (7)  3/14 10:00 (1)  3/14 13:30 (2)

編號 隊名 (★1)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暨南大學 中國醫大 (★2) 中興大學

1 (★1) 交通大學

2 清華大學

3 暨南大學

4 中國醫大

5 (★2) 中興大學

名次

積分

2、 中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5 隊，10 場，錄取前 3 名頒獎，取前 3 名參加會內賽。   

採 5 組單循環決賽。   

中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  積分表

中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  賽程表



日期 3/13 3/13 3/14 3/14

★1 1 大華科大/楊芃建 
#1

2 Bye
#33

3 清華大學/蕭經達 11:00 (6)
#2

4 Bye
#49

5 逢甲大學/陳善喆 10:00 (3)
#3

6 東海大學/謝長樺 08:00 (1)
#34

7 玄奘大學/鄭劭 11:00 (7)
#4

8 中國醫大/莊孟勳 08:00 (2) 還有決賽
#57

★8 9 仁德醫專/張皓凱 12:00 (5)
#5

10 Bye
#35

11 彰化師大/王泓盛 11:00 (8)
#6

12 Bye
#50

13 勤益科大/蘇振榕 10:00 (4)
#7

14 亞洲大學/林建年 08:00 (3)
#36

15 中華大學/李韋震 11:00 (9)
#8

16 交通大學/鐘聖涵 08:00 (4)

★4 17 中國醫大/胡哲瑜 
#9

18 Bye
#37

19 大葉大學/陳懷謙 11:00 (10)
#10

20 Bye
#51

21 中山醫大/朱紹甫 10:00 (5)
#11

22 勤益科大/陳席寬 08:00 (5)
#38

23 靜宜大學/許竣程 11:30 (1)
#12

24 僑光科大/林寬瑜 08:00 (6) 還有決賽
#58

★5 25 玄奘大學/林芝帆 12:00 (6)
#13

26 Bye
#39

27 中華大學/李皓冬 11:30 (2)
#14

28 朝陽科大/賴柏豪 08:00 (7)
#52

29 交通大學/張乃軒 10:00 (6)
#15

30 元培科大/周昕叡 08:00 (8)
#40

31 嶺東科大/林明賜 11:30 (3)
#16

32 聯合大學/施昀廷 08:00 (9)

一般男單  2 - 1

3、中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0 人，54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7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3 3/13 3/14 3/14

33 大葉大學/林沅廷
#17

34 中國醫大/陳秉諄 08:00 (10)
#41

35 靜宜大學/謝政恩 11:30 (4)
#18

36 清華大學/林威宇 08:30 (1)
#53

37 大華科大/賴家駿 10:00 (7)
#19

38 彰化師大/郭映聲 08:30 (2)
#42

39 Bye 11:30 (5)
#20

★6 40 嶺東科大/簡葳漢 還有決賽
#59

41 亞洲大學/胡亦典 12:00 (7)
#21

42 東海大學/王瀚霆 08:30 (3)
#43

43 建國科大/林重沂 11:30 (6)
#22

44 僑光科大/李晢維 08:30 (4)
#54

45 Bye 10:00 (8)
#23

46 臺灣體大康依恆
#44

47 Bye 11:30 (7)
#24

★3 48 朝陽科大/謝耀萱 

49 朝陽科大/林志謙

#25
50 靜宜大學/蘇勁豪 08:30 (5)

#45
51 元培科大/鄭博輝 11:30 (8)

#26
52 勤益科大/郭鎮毅 08:30 (6)

#55
53 Bye 10:00 (9)

#27
54 嶺東科大/王嶽瑄

#46
55 Bye 11:30 (9)

#28
★7 56 玄奘大學/莊雲傑 還有決賽

#60
57 中華大學/林智捷 12:00 (8)

#29
58 清華大學/呂佳勳 08:30 (7)

#47
59 大華科大/陳建智 11:30 (10)

#30
60 修平科大/張佑鈞 08:30 (8)

#56
61 Bye 10:00 (10)

#31
62 聯合大學/林嘉宏

#48
63 Bye 12:00 (10)

#32
★2 64 交通大學/陳興宇

3、中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0 人，54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7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男單  2 -  2



一般男單  決賽

日期 3/14 3/15 3/15

#57敗

#61

#58敗 14:00 (3)

第七、八名 #65 #66 第五、六名

09:00 (1) 09:00 (2)

#59敗

#62

#60敗 14:00 (4)

日期 3/14 3/15 3/15

#57勝

#63

#58勝 14:00 (5)

第三、四名 #67 #68 第一、二名

09:00 (3) 09:00 (4)

#59勝

#64

#60勝 14:00 (6)

：錄取前 8名頒獎。

3、中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0 人，54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7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3 3/13 3/14 3/14

★1 1 明新科大/陳瑋 

#1
2 Bye

#33
3 臺中科大/蔡庭宜 13:30 (3)

#2
4 Bye

#49
5 環球科大/林詣軒 10:30 (3)

#3
6 Bye

#34
7 靜宜大學/陳巧倫 13:30 (4)

#4
8 Bye 還有決賽

#57
9 臺中教大/張家綺 12:00 (9)

#5
10 Bye

#35
11 亞洲大學/葉紫如 13:30 (5)

#6
12 Bye

#50
13 清華大學/黃子芸 10:30 (4)

#7
14 Bye

#36
15 中國醫大/李心平 13:30 (6)

#8
16 彰化師大/陳亮 08:30 (9)

★4 17 臺中教大/王維秀 
#9

18 Bye
#37

19 靜宜大學/徐芷琳 13:30 (7)
#10

20 Bye
#51

21 彰化師大/鄭煜姍 10:30 (5)

#11
22 Bye

#38
23 中臺科大/張晏禎 13:30 (8)

#12
24 Bye 還有決賽

#58
25 聯合大學/何佳臻 12:00 (10)

#13
26 Bye

#39
27 東海大學/林昱萱 13:30 (9)

#14
28 Bye

#52
29 僑光科大/陳奕璇 10:30 (6)

#15
30 Bye

#40
31 中國醫大/陳瑾儒 13:30 (10)

#16
32 清華大學/趙思涵 08:30 (10)

一般女單  2 - 1

4、中區一般女生組單打：共 37 人，47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10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3 3/13 3/14 3/14
33 元培科大/梁群鈺

#17
34 臺灣體大/林佳樂 09:00 (9)

#41
35 Bye 14:00 (3)

#18
36 環球科大/魏沐芯

#53
37 Bye 10:30 (7)

#19
38 臺中教大/侯思妤

#42
39 Bye 14:00 (4)

#20
40 明新科大/古家芸 還有決賽

#59
41 靜宜大學/蕭可欣 12:30 (5)

#21
42 聯合大學/杜宜潔 09:00 (10)

#43
43 Bye 14:00 (5)

#22
44 嶺東科大/朱子寶

#54
45 Bye 10:30 (8)

#23
46 臺中科大/魏伶樺

#44
47 Bye 14:00 (6)

#24
★3 48  中臺科大/許琳焉

49 中國醫大/林芝茵
#25

50 亞洲大學/陳玠佑 09:30 (9)
#45

51 Bye 14:00 (7)

#26
52 逢甲大學/李倩鈺

#55
53 Bye 10:30 (9)

#27
54 朝陽科大/林貞汝

#46
55 Bye 14:00 (8)

#28
56 清華大學/陳宜卉 還有決賽

#60
57 Bye 12:30 (6)

#29
58 中山醫大/梁端容

#47
59 Bye 14:00 (9)

#30
60 聯合大學/林雅晴

#56
61 Bye 10:30 (10)

#31
62 彰化師大/鄭天愛

#48
63 Bye 14:00 (10)

#32
★2 64  僑光科大/吳淑瑩

4、中區一般女生組單打：共 37 人，47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10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女單  2 - 2



日期 3/14 3/15 3/15

#57敗

#65

#58敗 14:30 (3)

第七、八名 #71 #72 第五、六名

08:30 (1) 08:30 (2)

#59敗

#66

#60敗 14:30 (4)

日期 3/14 3/15 3/15

#57勝

#67

#58勝 14:30 (5)

第三、四名 #73 #74 第一、二名

08:30 (3) 08:30 (4)

#59勝

#68

#60勝 14:30 (6)

：另外增加錄取第9-10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4 3/14

#49敗

#61

#50敗 12:30 (7)

#69 第 9.10名

#51敗 14:30 (7)

#62

#52敗 12:30 (8)

#53敗

#63

#54敗 12:30 (9)

#70 第 9.10名

#55敗 14:30 (8)

#64

#56敗 12:30 (10)

一般女單可參加會內賽

一般女單  決賽

4、中區一般女生組單打：共 37 人，47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10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3 3/13 3/14 3/14

★1 1 朝陽科大/劉以崙/江懿哲
#1

2 Bye
#33

3 臺中科大/黃楗迦/鄭育奇 14:30 (3)
#2

4 Bye
#49

5 亞洲大學/黃宇輝/楊詠閎 11:00 (3)
#3

6 Bye
#34

7 逢甲大學/謝洪標/吳威廷 14:30 (4)
#4

8 Bye 還有決賽
#57

9 靜宜大學/邱嘉濬/陳自揚 13:00 (5)
#5

10 Bye
#35

11 修平科大/陳佑龍/高旭賢 14:30 (5)
#6

12 Bye
#50

13 聯合大學/施昀廷/林嘉宏 11:00 (4)
#7

14 Bye
#36

15 明新科大/李振瑋/江秉駿 14:30 (6)
#8

16 中國醫大/林漢民/陳祐祺 09:30 (10)

★4 17 大葉大學/古晉宇/吳承澔
#9

18 Bye
#37

19 中華大學/林智捷/李韋震 14:30 (7)
#10

20 Bye
#51

21 嶺東科大/何致毅/簡葳漢 11:00 (5)
#11

22 Bye
#38

23 勤益科大/沈威翰/顏連慶 14:30 (8)
#12

24 玄奘大學/林芝帆/曾仁傑 10:00 (9) 還有決賽
#58

25 建國科大/林重沂/林繼享 13:00 (6)
#13

26 Bye
#39

27 彰化師大/林庭熠/李克謙 14:30 (9)
#14

28 Bye
#52

29 清華大學/郭旻軒/陳士豪 11:00 (6)
#15

30 Bye
#40

31 交通大學/徐嘉鴻/廖健男 14:30 (10)
#16

32 大華科大/郭孟灝/賴家駿 10:00 (10)

一般男雙   2 - 1

5、中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38 組，4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3 3/13 3/14 3/14

33 嶺東科大/蔡帛諺/陳竑茗
#17

34 中華大學/李皓冬/李尚衛 10:30 (1)
#41

35 Bye 15:00 (1)
#18

36 彰化師大/張盛傑/凃明鎮
#53

37 Bye 11:00 (7)
#19

38 靜宜大學/陳瑞河/謝維
#42

39 Bye 15:00 (2)
#20

40 中國醫大/李侑謙/黃詣翔 還有決賽
#59

41 玄奘大學/陳文鴻/賴震揚 13:00 (7)
#21

42 交通大學/楊鎮嘉/洪凱恩 10:30 (2)
#43

43 Bye 15:00 (3)
#22

44 逢甲大學/李尚軒/林鴻宇
#54

45 Bye 11:00 (8)
#23

46 聯合大學/施鈞耀/郭永寬
#44

47 Bye 15:00 (4)
#24

★3 48 中山醫大/留緯倫/黃柏諺

49 大葉大學/林沅廷/陳懷謙
#25

50 修平科大/朱翔瀧/曾維彬 10:30 (3)
#45

51 Bye 15:00 (5)
#26

52 亞洲大學/王琚堯/林建年
#55

53 Bye 11:00 (9)
#27

54 元培科大/周昕叡/林家辰
#46

55 Bye 15:00 (6)
#28

56 大華科大/楊芃建/陳建智 還有決賽
#60

57 Bye 13:00 (8)
#29

58 清華大學/黃承勛/高福
#47

59 Bye 15:00 (7)
#30

60 勤益科大/黃朝義/游越翔
#56

61 Bye 11:00 (10)
#31

62 中興大學/周敬智/鄭宏章
#48

63 Bye 15:00 (8)
#32

★2 64 朝陽科大/賴柏豪/謝耀萱

5、中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38 組，4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男雙   2 - 2



日期 3/14 3/15 3/15

#57敗

#61

#58敗 15:00 (5)

第七、八名 #65 #66 第五、六名

13:30 (1) 13:30 (2)

#59敗

#62

#60敗 15:00 (6)

日期 3/14 3/15 3/15

#57勝

#63

#58勝 15:00 (7)

第三、四名 #67 #68 第一、二名

13:30 (3) 13:30 (4)

#59勝

#64

#60勝 15:00 (8)

5、中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38 組，4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男雙  決賽



日期 3/13 3/13 3/14

★1 1 臺中教大/王維秀/侯思妤
#1

2 Bye
#17

3 清華大學/趙思涵/張瑞芸 15:00 (9)
#2

4 臺中科大/魏伶樺/陳郁君 10:30 (4)
#25 還有決賽

5 大葉大學/林潔儀/林筱洹 11:30 (5)
#3

6 中臺科大/葉如萱/葉軒辰 10:30 (5)

#18
7 聯合大學/杜宜潔/劉蕙禎 15:00 (10)

#4
8 僑光科大/吳淑瑩/陳奕璇 10:30 (6)

9 彰化師大/孫婉芸/黃家怡
#5

10 Bye
#19

11 東海大學林昱萱/周莉雯 15:30 (9)
#6

12 環球科大/林詣軒/魏沐芯 10:30 (7)
#26 還有決賽

13 朝陽科大/洪子芸/施嘉羚 11:30 (6)
#7

14 中國醫大/徐珮倫/于宛平 10:30 (8)
#20

15 中山醫大/李欣融/賴怡婷 15:30 (10)
#8

16 逢甲大學/簡恩暄/李倩鈺 10:30 (9)

17 臺灣體大/林佳樂/鄭亦均
#9

18 清華大學/陳宜卉/黃子芸 10:30 (10)
#21

19 靜宜大學/陳亭予/柯怡君 16:00 (9)
#10

20 中國醫大/林若昀/周采萱 11:00 (1)
#27 還有決賽

21 中山醫大/陳潔心/錢汶欣 11:30 (7)
#11

22 臺中教大/黃郁嵐/黃瑀謙 11:00 (2)
#22

23 Bye 16:00 (10)
#12

★3 24 聯合大學/邱宇清/洪語謙

25 中臺科大/許琳焉/張晏禎
#13

26 彰化師大/李和子/黃暐婷 11:00 (3)
#23

27 逢甲大學/黃珮怡/黃鏝寧 16:30 (9)
#14

28 朝陽科大/方筠文/陳欣慧 11:00 (4)
#28 還有決賽

29 臺中科大/晏靖捷/蔡庭宜 11:30 (8
#15

30 大葉大學/陳惠卿/郭芮卉 11:00 (5)
#24

31 Bye 16:30 (10)
#16

★2 32 東海大學/劉家真/陳佳誼

一般女雙

6、中區一般女生組雙打：共 28 組，3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前 5 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4 3/15 3/15

#25敗

#29

#26敗 13:30 (3)

第七、八名 #33 #34 第五、六名

13:00 (1) 13:00 (2)

#27敗

#30

#28敗 13:30 (4)

日期 3/14 3/15 3/15

#25勝

#31

#26勝 13:30 (5)

第三、四名 #35 #36 第一、二名

13:00 (3) 13:00 (4)

#27勝

#32

#28勝 13:30 (6)

一般女雙  決賽

6、中區一般女生組雙打：共 28 組，3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7、中區一般混合組個人賽雙打：共  25 組， 29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混雙
日期 3/13 3/13 3/14

★1 1 明新科大/陳瑋 /江秉駿
 #1

2 Bye
#17

3 逢甲大學/李尚軒/簡恩暄 17:00 (2)
#2

4 彰化師大/李居衡/林宥均 12:00 (7)
#25 還有決賽

5 大葉大學/古晉宇/陳惠卿 08:00 (9)
#3

6 Bye
#18

7 聯合大學/施鈞耀/邱宇清 17:00 (3)
#4

8 中山醫大/留緯倫/錢汶欣 12:30 (7)

9 朝陽科大/施嘉羚/江懿哲
#5

10 Bye
#19

11 中國醫大/陳祐祺/于宛平 17:00 (4)
#6

12 勤益科大/劉和瑄/陳席寬 12:30 (8)
#26 還有決賽

13 清華大學/賴承郁/張瑞芸 08:00 (10)
#7

14 Bye
#20

15 靜宜大學/陳巧倫/謝維 17:00 (5)
#8

16 臺中科大/黃楗迦/陳郁君 12:30 (9)

17 勤益科大/陳姿秀/黃朝義
#9

18 臺灣體大/鄭亦均/康依恆 12:30 (10)
#21

19 中國醫大/林漢民/周采萱 17:00 (6)
#10

20 臺中科大/晏靖捷/鄭育奇 13:00 (7)
#27 還有決賽

21 朝陽科大/洪子芸/劉以崙 08:30 (9)
#11

22 元培科大/鄭博輝/梁群鈺 13:00 (8)
#22

23 Bye 17:00 (7)
#12

24 靜宜大學/陳瑞河/徐芷琳

25 明新科大/李振瑋/古家芸
#13

26 大葉大學/郭芮卉/吳承澔 13:00 (9)
#23

27 Bye 17:00 (8)
#14

28 嶺東科大/邱子軒/朱子寶
#28 還有決賽

29 中山醫大/楊雅婷/黃柏諺 08:30 (10)
#15

30 彰化師大/張雅惠/凃明鎮 13:00 (10)
#24

31 Bye 17:00 (9)
#16

★2 32 聯合大學/洪語謙/郭永寬



7、中區一般混合組個人賽雙打：共  25 組， 29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混雙 決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前 4 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4 3/15 3/15

#25敗

#29

#26敗 16:00 (5)

第七、八名 #33 #34 第五、六名

08:00 (1) 08:00 (2)

#27敗

#30

#28敗 16:00 (6)

日期 3/14 3/15 3/15

#25勝

#31

#26勝 16:00 (7)

第三、四名 #35 #36 第一、二名

08:00 (3) 08:00 (4)

#27勝

#32

#28勝 16:00 (8)



團體組：

個人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會內賽

時  間 : 108 年 3 月 13 日 至 15 日

男生雙打

女生雙打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中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第八名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取前4名

取前5名

取前4名

會內賽

取前10名

女生團體

混合雙打

男生單打

女生單打

地  點 : 中  興  大  學  體  育  館

取前3名

取前7名

項   目

取前5名男生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