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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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 陸軍專校 實踐大學 臺灣大學 世新大學 中央警大 警察專校 大同大學

莊森筆 胡皓然 林昱森 李丞宇 許恆承 雷一帆 魏文星 宋青翰

陽明大學 臺北科大 國防大學 臺灣科大 海洋大學 宜蘭大學 國防大學 陽明大學

許曈 陳紀礽 高昀 洪旻孜 陳佳妤 李易秦 王馨鎂 王亭尹

臺北商大 國防大學 宜蘭大學 銘傳大學 中國科大 文化大學 臺灣大學 實踐大學

林柏鋐 高煜翔 薛名哲 沈楚峰 蔡孟翮 陳柏任 闕宏哲 曾昱倫

吳定謙 林育德 王品翔 呂柏廷 嚴冠博 莊森筆 李丞宇 林昱森

北市大學 東華大學 世新大學 臺北科大 陸軍專校 銘傳大學 臺北商大 康寧大學

賴昀微 黃郁晴 荊品宥 蔡旻容 杜皓暄 劉佳柔 賴巧雯 施涵綺

李沂蓁 陳宜芬 陳芝晴 高若瑜 凃珊寧 浦崎萌 吳禹辰 陳宛苹

臺北商大 國防大學 臺北商大 陸軍專校 臺北醫大 明志科大 陽明大學 東華大學

陳姿伃 高煜翔 林湘芸 胡皓然 陳彥同 陳壬慧 李翰存 林宏洋

林柏鋐 高昀 吳定謙 陳衣樺 林子涵 柯致宇 周翊雯 薛宇涵

個人組：

項目 會內賽

警察專校 陽明大學 國立體大 警察專校 陽明大學 臺北醫大 淡江大學 國防大學

蘇星宇 陳暐昇 楊博文 曾有朋 伍佳展 李皓維 徐靖菘 林育德

項目 會內賽

臺北科大 東華大學 臺灣大學 北市大學 國防醫學院 中原大學

胡至信 陳宜芬 曾芃臻 李沂蓁 蔣佩文 李佳臻

 

取前6名

取前8名

取前8名

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北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時間:110年3月25日至28日

地點:長庚科大體育館

女子團體

第三名 第四名

中央大學

東吳大學 政治大學

國立體大

輔仁大學男子團體

取前14名

長庚大學

項目

中原大學 中央大學

淡江大學中原大學

第八名

臺灣科大國立體大 台灣大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六名第五名 第七名

男子單打 取前16名

會內賽

臺北大學

混合雙打

可參加會內賽名單。

第九至十六名

輔仁大學臺灣大學

男子單打 取前16名

男子雙打 取前8名

女子雙打 取前7名

女子單打

女子單打 取前14名

第九至十四名



團體組：

男子團體 僑光科大 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 逢甲大學 中興大學 彰化師大 中國醫大 虎尾科大 取前5名

女子團體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逢甲大學 中興大學 靜宜大學 取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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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大學 朝陽科大 明新科大 敏實科大 中臺科大 交通大學 臺中科大 逢甲大學

林龍琪 高浩清 黃瑞宏 楊芃建 賴楷易 張禾昕 蔡政祐 林合祐

僑光科大 弘光科大 虎尾科大 彰化師大 東海大學 亞洲大學 弘光科大 僑光科大

楊博雯 王詩綉 盧孟君 陳亮 邱郁喬 李忻芸 許芸珺 吳淑瑩

聯合大學 聯合大學 明新科大 靜宜大學 亞洲大學 中興大學 臺灣體大 朝陽科大

徐正勇 林龍琪 黃瑞宏 陳瑞河 王琚堯 周敬智 吳展佳 高浩清

韓繼武 廖柏霖 李振瑋 鄧家淵 邱謹信 鄭宏章 楊思諝 黃毓昇

僑光科大 弘光科大 亞洲大學 暨南大學 彰化師大 僑光科大 臺中科大 中山醫大

楊博雯 王詩綉 林以晨 張欣雯 陳亮 吳淑瑩 蔡庭宜 郭瑞庭

姜美華 許芸珺 李忻芸 郭晏慈 廖容瑩 吳彗瑜 謝沛璇 鄭鈴琦

臺灣體大 明新科大 中臺科大 嶺東科大 僑光科大 東海大學 聯合大學 亞洲大學

林佳樂 李振瑋 魏伶樺 朱子寶 姜美華 蘇昱甄 洪語謙 王琚堯

吳展佳 古家芸 賴楷易 李睿祁 劉啟蘅 黃柏諺 廖柏霖 陳玠佑

個人組：

項目 會內賽

嶺東科大 彰化師大 臺中科大

朱子寶 廖容瑩 謝沛璇

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中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取前4名

取前5名

取前4名

會內賽

時  間 : 110 年 3 月 16 日 至 18 日

地  點 : 中  興  大  學  體  育  館

取前 8名

項   目

取前11名

第八名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混合雙打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女子單打

第九至十一名

男子單打

女子單打

男子雙打

女子雙打

第一名

取前11名

  可參加會內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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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藥大學 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 正修科大 慈惠醫專 高雄大學 屏東大學 高雄師大

蕭仁傑 陳正軒 黃品諺 蔣富洋 潘原 陳英轍 吳存濬 陳觀詠

空軍官校 高雄大學 中正大學 輔英科大 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 中正大學 臺東大學

林佳慧 張玉慈 黃毓理 吳念潔 潘盈霖 翁銣鴻 羅宥婷 林怡嫺

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 高雄大學 高雄師大 海軍官校 中正大學 嘉藥大學 高雄科大

陳炫甫 黃品諺 顏伯宇 洪祥溢 柯昊呈 廖冠瑜 吳知輿 詹賀淋

洪健翔 陳正軒 陳英轍 王昭宜 林正宏 林柏辰 廖昱偉 鄭靈寶

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 輔英科大 海軍官校 空軍官校 臺南護專 高雄大學 輔英科大

潘盈霖 蕭辰羽 吳念潔 曾怡欣 林佳慧 黃玫宜 林郁涵 朱伊雯

翁銣鴻 余宛庭 丁子宜 吳琬融 朱芸瑩 吳奕瑄 楊之語 黃姿郡

高雄大學 長榮大學 中正大學 中正大學 成功大學 高雄大學 空軍官校 海軍官校

顏伯宇 陳炫甫 黃毓理 廖冠瑜 賴思妤 林郁涵 劉彥青 吳琬融

張玉慈 王榕 林柏辰 羅宥婷 王齊碩 連以恆 朱芸瑩 柯昊呈

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南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時  間 :  110 年 03 月 21 日 至 23 日

地  點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體 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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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團體 高雄科大 長榮大學 高醫大學 中山大學 空軍官校

女子團體 嘉義大學 中山大學 屏東大學 高醫大學

男子單打 取前8名

陸軍官校 嘉義大學 義守大學 取前4名

中正大學 高雄師大 取前4名

混合雙打 取前4名

女子單打 取前7名

男子雙打 取前4名

女子雙打 取前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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