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    別 項   目 參加隊數 比賽場數 總        計

男生團體組 16 隊 36 場

女生團體組 6 隊 10 場

合    計 22 隊 46 場

男 生 單 打 57 人 61 場

女 生 單 打 21 人 25 場

男 生 雙 打 42 組 46 場

女 生 雙 打 20 組 24 場

混 合 雙 打 24 組 28 場

合    計 164 人(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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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3月9日 3月10日

08:00 08:00 08:00

↓ ↓ ↓

20:00 16:00 12:00

8 8 6

面 面 面

團體 28 12 6

個人 103 68 16

128 80 22

場 場 場

一、賽程統計表 :

團體組

230 場

個人組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南區羽球資格賽程統計表

時  間 :  108 年 03 月 08 日 至 10 日

地  點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體 育 館

3/28     08:00     (1)

總    計 230 場

三、使用時間、場地統計表：

使用時間

使用場地

場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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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中區

南區

總計

4.99 → 5 隊

16 隊＋1 隊

中區

南區

總計

22 隊

6 隊＋1 隊

66＋1 隊

16 隊

2.58 → 3 隊

3.63 → 4 ＋1(地主名額) 3.10 → 3 ＋1(地主名額)

16 隊

29＋1 隊

5 隊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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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 → 9 隊

28 隊 18 隊

6.36 → 6 隊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00 男單#2 男單#3 男單#4 男單#6 男單#7 男單#8 男單#10 男單#11

08:30 男單#12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男單#17 男單#18 男單#19 男單#20

09:00 男單#21 男單#22 男單#23 男單#25 男單#26 男單#27 男單#29 男單#30

09:30

10:00

10:30

11:00 男單#31 男雙#4 男雙#8 男雙#12 男雙#15 男雙#16

11:30 男雙#17 男雙#18 男雙#21 男雙#25 男雙#29 女單#4

12:00 女單#8 女單#9 女單#11 女單#13 混雙 #2 混雙 #4

12:30

13:00

13:30

14:00 混雙 #6 混雙 #8 混雙 #9 混雙 #11 混雙 #13 混雙 #15

14:30 女雙#4 女雙#8 女雙#9 女雙#13 男單#33 男單#34

15:00 男單#35 男單#36 男單#37 男單#38 男單#39 男單#40

15:30 男單#41 男單#42 男單#43 男單#44 男單#45 男單#46 男單#47 男單#48

16:00 女單#17 女單#18 女單#19 女單#20 女單#21 女單#22 女單#23 女單#24

16:30 男雙#33 男雙#34 男雙#35 男雙#36 男雙#37 男雙#38 男雙#39 男雙#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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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女雙#17 女雙#18 女雙#19 女雙#20 女雙#21 女雙#22 女雙#23 女雙#24

18:00

18:30

19:00

男團 9-11 男團 10-12 男團 13-15 男團 16-17

女團 2-3 女團 5-6

男團 1-3 男團 2-4 男團 5-7 男團 6-8

女團 1-2 女團 4-5

男團 1-4 男團 2-3 男團 5-8 男團 6-7 男團 9-12 男團 10-11 男團 13-16 男團14-15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8日

團體賽：28 場 個人賽：100 場

男團 3-4男團 1-2 男團 5-6 男團 7-8 男團 9-10 男團 11-12 男團 13-14 男團 15-16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00 混雙 #17 混雙 #18 混雙 #19 混雙 #20 混雙 #21 混雙 #22 混雙 #23 混雙 #24

08:30 男單#49 男單#50 男單#51 男單#52 男單#53 男單#54

09:00 男單#55 男單#56 女單#25 女單#26 女單#27 女單#28

09:30 男雙#49 男雙#50 男雙#51 男雙#52 男雙#53 男雙#54

10:00 男雙#55 男雙#56 女雙#25 女雙#26

10:30 女雙#27 女雙#28

11:00 混雙 #25 混雙 #26 混雙 #27 混雙 #28

11:30 男單#57 男單#58 男單#59 男單#60

12:00 女單#29 女單#30 女單#31 女單#32

12:30 男雙#57 男雙#58 男雙#59 男雙#60

13:00 女雙#29 女雙#30 女雙#31 女雙#32

13:30 男單#61 男單#62 男單#63 男單#64

14:00 女雙#33 女雙#34 女雙#35 女雙#36

14:30 男雙#61 男雙#62 男雙#63 男雙#64

15:00 混雙 #29 混雙 #30 混雙 #31 混雙 #32

男團#5 男團#6 男團#7 男團#8

團體賽：14 場

女團#1 女團#2

個人賽：70 場

男團#1 男團#2 男團#3 男團#4

女團1-3 女團 4-6

3月9日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00 混雙 #33 混雙 #34 混雙 #35 混雙 #36

08:30

09:00

09:30

10:00 男單#65 男單#66 男單#67 男單#68

10:30 女單#33 女單#34 女單#35 女單#36

11:00 男雙#65 男雙#66 男雙#67 男雙#68

女團#4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0日

團體賽：6 場 個人賽：17 場

男團#9 男團#10 男團#11 男團#12 女團#3



男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3 4 積分 名次

1 (★1) 成功大學  3/8 09:30 (1)  3/8 12:30 (1)  3/8 18:00 (1)

2 臺南大學  3/8 09:30 (1)  3/8 18:00 (2)  3/8 12:30 (2)

3 南臺科大  3/8 12:30 (1)  3/8 18:00 (2)  3/8 09:30 (2)

4 屏東科大  3/8 18:00 (1)  3/8 12:30 (2)  3/8 09:30 (2)

男乙團 -  B

編號 隊名 5 6 7 8 積分 名次

5 (★4) 空軍官校  3/8 09:30 (3)  3/8 12:30 (3)  3/8 18:00 (3)

6 義守大學  3/8 09:30 (3)  3/8 18:00 (4)  3/8 12:30 (4)

7 航空學院  3/8 12:30 (3)  3/8 18:00 (4)  3/8 09:30 (4)

8 (★5) 高醫大學  3/8 18:00 (3)  3/8 12:30 (4)  3/8 09:30 (4)

男乙團 -  C

編號 隊名 9 10 11 12 積分 名次

9 (★3) 高雄科大  3/8 09:30 (5)  3/8 12:30 (5)  3/8 18:00 (5)

10 高雄師大  3/8 09:30 (5)  3/8 18:00 (6)  3/8 12:30 (6)

11 屏東大學  3/8 12:30 (5)  3/8 18:00 (6)  3/8 09:30 (6)

12 (★6) 嘉義大學  3/8 18:00 (5)  3/8 12:30 (6)  3/8 09:30 (6)

男乙團 -  D

編號 隊名 13 14 15 16 積分 名次

13 (★2) 中山大學  3/8 09:30 (7)  3/8 12:30 (7)  3/8 18:00 (7)

14 高餐大學  3/8 09:30 (7)  3/8 18:00 (8)  3/8 12:30 (8)

15 陸軍官校  3/8 12:30 (7)  3/8 18:00 (8)  3/8 09:30 (8)

16 (★7) 文藻大學  3/8 18:00 (7)  3/8 12:30 (8)  3/8 09:30 (8)

1、南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16 隊， 36 場 ，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4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男團體

日期 3/9 3/9 3/10 3/10

1 A1

#1

2 10:00 (1)

#5

3 B1 13:00 (1)

#2

4 10:00 (2)

第三、四名 #11 #12 第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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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1

#3

6 10:00 (3)

#6

7 D1 13:00 (2)

#4

8 10:00 (4)

日期 3/9 3/10 3/10

#1敗

#7

#2敗 13:00 (3)

第七、八名 #9 #10 第五、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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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敗

#8

#4敗 13:00 (4)

1、南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16 隊， 36 場 ，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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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團體

女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3 積分 名次

1 (★1) 成功大學
 3/8 11:00

(1)

 3/9 08:30

(1)

2 嘉義大學
 3/8 11:00

(1)

 3/8 14:00

(1)

3 (★4) 文藻大學
 3/9 08:30

(1)

 3/8 14:00

(1)

女乙團 -  B

編號 隊名 4 5 6 積分 名次

4 (★2) 高醫大學
 3/8 11:00

(2)

 3/9 08:30

(2)

5 屏東大學
 3/8 11:00

(2)

 3/8 14:00

(2)

6 (★3) 高雄師大
 3/9 08:30

(2)

 3/8 14:00

(2)

日期 3/9 3/10 3/10

1 A1

#1

2 B2 11:30 (1)

第三、四名 #3 #4 第一、二名

08:30 (5) 08:30 (6)

3 A2

#2

4 B1 11:30 (2)

2、 南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 6 隊， 10 場，錄取前 4 名頒獎，取前 3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2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決賽：採單淘汰名位交叉賽，A組第一名與B組第二名，B組第一名與A組第二名比賽。      



日期 3/8 3/8 3/9 3/9

★1 1 長榮大學/鄭瑞琦 
#1

2 Bye
 #33

3 臺南護專/陳政賢 14:30 (7)
 #2

4 高苑科大/吳柏仁 08:00 (1)
 #49

5 嘉義大學/賴柏元 08:30 (3)
#3

6 成功大學/陳詩鎧 08:00 (2)
#34

7 中山大學/王瑞賢 14:30 (8)
#4

8 慈惠醫專/潘原 08:00 (3) 還有決賽
#57

9 輔英科大/王學文 11:30 (5)
#5

10 Bye
#35

11 嘉藥大學/蕭仁傑 15:00 (3)
#6

12 航空學院/梁浩瑋 08:00 (4)
#50

13 首府大學/胡育誠 08:30 (4)
#7

14 屏東科大/謝和興 08:00 (5)
#36

15 臺東大學/曾畯豐 15:00 (4)
#8

16 高雄科大/蔡佳碩 08:00 (6)

★4 17 南榮科大/林宗達
#9

18 Bye
#37

19 義守大學/張晉愷 15:00 (5)
#10

20 中山大學/詹侑誠 08:00 (7)
#51

21 高餐大學/熊禹豪 08:30 (5)
#11

22 慈惠醫專/徐國祐 08:00 (8)
#38

23 長榮大學/趙本璿 15:00 (6)
#12

24 屏東科大/宋治億 08:30 (1) 還有決賽
#58

★5 25 高苑科大/程信豫 11:30 (6)
#13

26 Bye
#39

27 中正大學/吳霽 15:00 (7)
#14

28 臺東大學/盧三智 08:30 (2)
#52

29 嘉義大學/黃祥銘 08:30 (6)
#15

30 中華醫大/陳冠州 08:30 (3)
#40

31 高雄科大/楊崑霖 15:00 (8)
#16

32 南臺科大/梁竣庭 08:30 (4)

一般男單 2 之 1

3、南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7 人， 61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8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8 3/8 3/9 3/9

33 成功大學/陳奕勳
#17

34 南榮科大/游世秋 08:30 (5)
#41

35 屏東科大/王日陞 15:30 (1)
#18

36 屏東大學/簡博羽 08:30 (6)
#53

37 高餐大學/蘇逸恆 08:30 (7)
#19

38 陸軍官校/陳稚允 08:30 (7)
 #42

39 澎湖科大/陳冠毓 15:30 (2)
#20

40 中正大學/黃子俞 08:30 (8) 還有決賽
#59

41 首府大學/陳賢仁 11:30 (7)
#21

42 高苑科大/林哲孝 09:00 (1)
#43

43 長榮大學/黃品諺 15:30 (3)
#22

44 南臺科大/王峙景 09:00 (2)
#54

45 航空學院/林昱辰 08:30 (8)
#23

46 嘉藥大學/林柏毅 09:00 (3)
#44

47 Bye 15:30 (4)
#24

★3 48  臺東大學/李建陞  

49 高餐大學/蔡俊生
#25

50 航空學院/張世鈺 09:00 (4)
#45

51 正修科大/王耀慶 15:30 (5)
#26

52 中山大學/陳俊銘 09:00 (5)
#55

53 成功大學/陳冠瑋 09:00 (3)
#27

54 高雄大學/陳昭翰 09:00 (6)
#46

55 Bye 15:30 (6)
#28

56 文藻大學/李翔竣 還有決賽
#60

57 中華醫大/郭珈佑 11:30 (8)
#29

58 義守大學/邱致維 09:00 (7)
#47

59 中正大學/林靖凱 15:30 (7)
#30

60 高雄科大/詹雲翔 09:00 (8)
#56

61 輔英科大/林泊宇 09:00 (4)
#31

62 嘉義大學/童寬承 11:00 (3)
#48

63 Bye 15:30 (8)
#32

★2 64 慈惠醫專/劉賢麒 

一般男單 2 之 2

3、南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7 人， 61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8 名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並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9 3/10 3/10

#57敗

#61

#58敗 13:30 (5)

第七、八名 #65 #66 第五、六名

10:00 (1) 10:00 (2)

#59敗

#62

#60敗 13:30 (6)

日期 3/9 3/10 3/10

#57勝

#63

#58勝 13:30 (7)

第三、四名 #67 #68 第一、二名

10:00 (3) 10:00 (4)

#59勝

#64

#60勝 13:30 (8)

一般男單  決賽

3、南區一般男生組單打：共 57 人， 61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8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女生組單打
日期 3/8 3/8 3/9

★1 1 空軍官校/林佳慧
 #1

2 Bye

#17
3 成功大學/胡雅雯 16:00 (1)

#2
4 Bye

#25 還有決賽
5 輔英科大/吳念潔 09:00 (5)

#3
6 Bye

#18
7 中山大學/潘俐伃 16:00 (2)

#4
8 大仁科大/張員瑞 11:30 (8)

★4 9 義守大學/官澄芳 

#5
10 Bye

#19
11 正修科大/江陳怡雯 16:00 (3)

#6
12 Bye

#26 還有決賽
★5 13 樹人醫專/劉庭妤 09:00 (6)

#7
14 Bye

#20
15 臺南護專/曾真鳳 16:00 (4)

#8
16 臺南大學/陳恩憫 12:00 (3)

17 樹人醫專/王怡穎

#9
18 中山大學/周妍綺 12:00 (4)

#21
19 Bye 16:00 (5)

#10
20 南臺科大/李宜霞

#27 還有決賽
21 臺南大學/蘇彥彤 09:00 (7)

#11
22 成功大學/林冠含 12:00 (5)

#22
23 Bye 16:00 (6)

#12
★3 24 高雄科大/陳禹璇

25 臺南護專/黃玫宜

#13
26 中山大學/黃于庭 12:00 (6)

#23
27 Bye 16:00 (7)

#14
28 航空學院/秦郁玲

#28 還有決賽
29 Bye 09:00 (8)

#15
30 輔英科大/陳美靜

#24
31 Bye 16:00 (8)

#16
★2 32 吳鳳科大/劉晏慈

4、南區一般女生組單打： 21人，25 場，南區錄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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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10 3/10

#25敗

#29

#26敗 12:00 (5)

第七、八名 #33 #34 第五、六名

10:30 (1) 10:30 (2)

#27敗

#30

#28敗 12:00 (6)

日期 3/9 3/10 3/10

#25勝

#31

#26勝 12:00 (7)

第三、四名 #35 #36 第一、二名

10:30 (3) 10:30 (4)

#27勝

#32

#28勝 12:00 (8)

一般女單  決賽

4、南區一般女生組單打： 21人，25 場，南區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男雙    2 - 1
日期 3/8 3/8 3/9 3/9

★1 1 屏東科大/王日陞/謝和興

#1
2 Bye

 #33
3 嘉藥大學/吳知輿/蕭仁傑 16:30 (1)

 #2
4 Bye

#49
5 樹德科大/王俊凱/郭明豪 09:30 (3)

#3
6 Bye

#34
7 長榮大學/鄭瑞琦/黃品諺 16:30 (2)

#4
8 高雄大學/林雍智/陳英轍 11:00 (4) 還有決賽

#57
9 首府大學/陳賢仁/胡育誠 12:30 (5)

#5
10 Bye

#35
11 正修科大/駱泓儒/薛宇宏 16:30 (3)

#6
12 Bye

#50
13 臺東大學/莊竣崴/歐品毅 09:30 (4)

#7
14 Bye

#36
15 慈惠醫專/徐國祐/簡威翔 16:30 (4)

#8
16 高雄科大/楊崑霖/許丁尹 11:00 (5)

17 義守大學/張晉愷/邱致維
#9

18 Bye
#37

19 輔英科大/徐培凱/林暐哲 16:30 (5)
#10

20 Bye
#51

21 文藻大學/林冠宇/鍾爾宸 09:30 (5)

#11
22 Bye

#38
23 航空學院/葉鍇銓/李健瑋 16:30 (6)

#12
24 南臺科大/許惟喬/蔡翔宇 11:00 (6) 還有決賽

#58
25 成功大學/郭政威/莊弘哲 12:30 (6)

#13
26 Bye

#39
27 中山大學/黃德寶/林子傑 16:30 (7)

#14
28 Bye

#52
29 嘉義大學/黃子軒/劉晉岦 09:30 (6)

#15
30 南榮科大/林宗達/游世秋 11:00 (7)

#40
31 樹人醫專/楊博宇/任鵬豪 16:30 (8)

#16
32 陸軍官校/陳稚允/蔡孟翰 11:00 (8)

 

5、南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42 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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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8 3/9 3/9

 
33 南臺科大/王峙景/梁竣庭

#17
34 臺南護專/李柏毅/陳政賢 11:30 (3)

#41
35 中山大學/詹侑誠/陳俊銘 17:00 (1)

#18
36 高苑科大/高銧駿/程信豫 11:30 (4)

#53
37 Bye 09:30 (7)

#19
38 臺南大學/施樂琦/林資閔

#42
39 Bye 17:00 (2)

#20
40 樹德科大/劉子嘉/江嘉熙 還有決賽

#59
41 澎湖科大/陳冠毓/吳祐任 12:30 (7)

#21
42 航空學院/廖易軒/林昱辰 11:30 (5)

#43
43 Bye 17:00 (3)

#22
44 長榮大學/洪健翔/陳炫甫

#54
45 Bye 09:30 (8)

#23
46 義守大學/尤政傑/黃義騰

#44
47 Bye 17:00 (4)

#24
48 高雄大學/陳昭翰/溫國辰

49 嘉藥大學/林柏毅/廖昱偉
#25

50 高餐大學/蔡俊生/余聰韓 11:30 (6)
#45

51 Bye 17:00 (5)
#26

52 慈惠醫專/劉賢麒/潘原
#55

53 Bye 10:00 (5)

#27
54 成功大學/黃致程/顏廷宇

#46
55 Bye 17:00 (6)

#28
56 輔英科大/林竑慶/邱奕錩 還有決賽

#60
57 高雄科大/詹雲翔/楊仕彬 12:30 (8)

#29
58 嘉義大學/林暐程/楊善承 11:30 (7)

#47
59 Bye 17:00 (7)

#30
60 臺東大學/龔玉輔/吳謙業

#56
61 Bye 10:00 (6)

#31
62 中正大學/黃奕舜/林靖凱

#48
63 Bye 17:00 (8)

#32
★2 64 首府大學/林培植/陳明德

 

5、南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42 組，46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9 3/10 3/10

#57敗

#61

#58敗 14:30 (5)

第七、八名 #65 #66 第五、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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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敗

#62

#60敗 14:30 (6)

日期 3/9 3/10 3/10

#57勝

#63

#58勝 14:30 (7)

第三、四名 #67 #68 第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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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勝

#64

#60勝 14:30 (8)

一般男雙    決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5、南區一般男生組雙打：共 42 組，46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6、南區一般女生組雙打：共 20 組，24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日期 3/8 3/8 3/9

★1 1 南臺科大/李勻嘉/孫玉馨
 #1

2 Bye

#17
3 吳鳳科大/黃妙菁/劉晏慈 17:30 (1)

#2
4 Bye

#25 還有決賽
5 航空學院/章芷葳/莊宜庭 10:00 (7)

#3
6 Bye

#18
7 中山大學/張家毓/翁子凌 17:30 (2)

#4
8 高雄科大/陳禹璇/林宜欣 14:30 (3)

9 陸軍官校/林郁倫/劉乃嘉

#5
10 Bye

#19
11 屏東科大/洪瑋辰/林雅如 17:30 (3)

#6
12 Bye

#26 還有決賽
13 義守大學/周倩伶/蔡燦羽 10:00 (8)

#7
14 Bye

#20
15 首府大學/李瓊雯/劉怡玲 17:30 (4)

#8
16 臺東大學/鄭晴安/蔡欣妤 14:30 (4)

17 輔英科大/許如蕙/吳念潔

#9
18 臺南大學/王亮涵/陳恩憫 14:30 (5)

#21
19 Bye 17:30 (5)

#10
20 成功大學/羅名媛/余羿樺

#27 還有決賽
21 Bye 10:30 (5)

#11
22 陸軍官校/陳瑩萱/張芷媛

#22
23 Bye 17:30 (6)

#12
24 臺東大學/吳師弦/林芝菱

25 臺南護專/曾真鳳/黃玫宜

#13
26 屏東大學/黃雅鈴/廖怡茹 14:30 (6)

#23
27 Bye 17:30 (7)

#14
28 中山大學/李欣瑜/周妍綺

#28 還有決賽
29 Bye 10:30 (6)

#15
30 高餐大學/劉紋伶/袁于婷

#24
31 Bye 17:30 (8)

#16
32 屏東科大/陳曉曦/劉鎧瑄

一般女雙 



6、南區一般女生組雙打：共 20 組，24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前 4 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9 3/10 3/9

#25敗

#29

#26敗 13:00 (5)

第七、八名 #33 #34 第五、六名

14:00 (5) 14:00 (6)

#27敗

#30

#28敗 13:00 (6)

日期 3/9 3/10 3/10

#25勝

#31

#26勝 13:00 (7)

第三、四名 #35 #36 第一、二名

14:00 (7) 14:00 (8)

#27勝

#32

#28勝 13:00 (8)

一般女雙 

一般女雙   決賽



日期 3/8 3/9 3/9

★1 1 義守大學/官澄芳 /黃義騰
 #1

2 Bye
#17

3 臺南大學/林資閔/王亮涵 08:00 (1)
#2

4 首府大學/李瓊雯/林培植 12:00 (7)
#25 還有決賽

5 正修科大/江陳怡雯/王耀慶 11:00 (5)
#3

6 Bye
#18

7 樹人醫專/王怡穎/陳柏良 08:00 (2)
#4

8 屏東科大/劉鎧瑄/宋治億 12:00 (8)

★4 9 輔英科大/林泊宇 /許如蕙
#5

10 Bye
#19

11 嘉藥大學/廖昱偉/王珮蓉 08:00 (3)
#6

12 臺東大學/林芝菱/歐品毅 14:00 (3)
#26 還有決賽

★5 13 樹德科大/吳冠瑩 /劉子嘉 11:00 (6)
#7

14 Bye
#20

15 高餐大學/謝沛彣/余聰韓 08:00 (4)
#8

16 中山大學/翁子凌/許峰碩 14:00 (4)

17 長榮大學/王榕/陳炫甫
#9

18 義守大學/尤政傑/周倩伶 14:00 (5)

#21
19 Bye 08:00 (5)

#10
★6 20 屏東科大/陳曉曦/謝宗訓

#27 還有決賽

21 航空學院/秦郁玲/梁浩瑋 11:00 (7)

#11
22 高餐大學/蘇逸恆/袁于婷 14:00 (6)

#22
23 Bye 08:00 (6)

#12
★3 24  臺東大學/李建陞/吳師弦  

25 陸軍官校/林郁倫/蔡孟翰

#13
26 臺南大學/施樂琦/蘇彥彤 14:00 (7)

#23
27 Bye 08:00 (7)

#14
28 高雄大學/林郁涵/陳英轍

#28 還有決賽

29 樹人醫專/許宇宸/劉庭妤 11:00 (8)

#15
30 成功大學/陳詩鎧/陳亭因 14:00 (8)

#24
31 Bye 08:00 (8)

#16

★2 32 首府大學/陳明德/劉怡玲

7、南區一般混合組雙打：共 24 組，28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混雙



：錄取前 8名頒獎，前 4 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9 3/10 3/10

#25敗

#29

#26敗 15:00 (1)

第七、八名 #33 #34 第五、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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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敗

#30

#28敗 15:00 (2)

日期 3/9 3/10 3/10

#25勝

#31

#26勝 15:00 (3)

第三、四名 #35 #36 第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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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勝

#32

#28勝 15:00 (4)

7、南區一般混合組雙打：共 24 組，28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一般混雙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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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內賽

取前4名

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南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時  間 :  108 年 03 月 08 日 至 10 日

地  點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體 育 館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第一名 第二名項   目 第三名 第四名

男生團體

女生團體 取前3名

女生單打

混合雙打

男生雙打 取前4名

取前4名女生雙打

取前8名

取前5名

男生單打

取前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