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時間

臺灣科大 謝建治 臺北護大 王茂霖 北市大學 周雨農

臺灣科大 張竣凱 臺北護大 童名鋒 北市大學 楊  傑

臺灣科大 李  昀 臺北護大 李家成 北市大學 陳  瑋

臺灣科大 林秉緯 臺北護大 廖峰億 北市大學 黃承瀚

輔仁大學 藍俊傑 臺灣體大 林益全 高雄大學 張介皇

輔仁大學 羅聖傑 臺灣體大 陳繹仲 高雄大學 許達榮

輔仁大學 王啟安 臺灣體大 程建樺 高雄大學 李哲勛

輔仁大學 侯奕丞 臺灣體大 廖振良 高雄大學 賴政仁

遠東科大 邱士恩 南華大學 張茗豐 澎湖科大 李彥廷

遠東科大 施博為 南華大學 何育豪 澎湖科大 陳彥佑

場次 時間

臺北護大 劉怡雯 北市大學 鍾璧如 臺灣師大 江佳玲

臺北護大 吳佳瓴 北市大學 洪承郁 臺灣師大 蔡濰憶

臺北護大 曾卉欣 北市大學 石澄璇 輔仁大學 余可萱

臺北護大 吳憶汝 北市大學 施宇涵 輔仁大學 余旻竺

輔仁大學 陳姵蓁 臺灣體大 胡佳鳳 高雄大學 林茵綺

輔仁大學 林琬諭 臺灣體大 張琬聆 高雄大學 陳佳琳

高餐大學 周珮淇 臺灣體大 謝秉諺 高雄大學 賴宛瑜

高餐大學 楊惠婷 臺灣體大 楊紫涵 高雄大學 熊怡惠

高餐大學 吳宜蓁 臺東大學 王慈伶

高餐大學 吳沂蒨 臺東大學 陳彤瑄

屏東科大 林盈淑 澎湖科大 吳家慧

屏東科大 林佩臻 澎湖科大 何宣宣

場次 時間

臺灣科大 楊盛方 臺北護大 賴昱勳 國立體大 潘國崴

臺灣科大 王澤豫 臺北護大 王晨宇 國立體大 林育賢

臺灣科大 楊仁銘 陸軍專校 洪慶恒 國立體大 洪嘉鍇

臺灣科大 王泓鈞 陸軍專校 周祐荻 國立體大 楊鈞睿

國防大學 劉奕廷 陸軍專校 林松諭 中臺科大 楊竣閔

國防大學 鄭貫之 陸軍專校 賴家緯 中臺科大 張仁豪

國防大學 李奕承 遠東科大 林俊伊 高苑科大 王育瑋

國防大學 簡百辰 遠東科大 李承恩 高苑科大 歐玄柏

高餐大學 譚凱源 高苑科大 吳承翰

高餐大學 楊坤霖 高苑科大 陳昱安

高餐大學 何子俊 高醫大學 陳皇佑

高餐大學 邱德冠 高醫大學 蔡如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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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臺灣科大 李佩芸 國防大學 楊昕樺 陸軍專校 蘇卉玟

臺灣科大 蔡欣芸 國防大學 楊欣靜 陸軍專校 劉家榕

臺灣科大 楊雅媛 國防大學 易芳儀 南應科大 戴湘庭

臺灣科大 吳岩瑾 國防大學 楊明璇 南應科大 蘇盈如

屏東科大 張雅晴 高苑科大 孫起雲 南應科大 鍾懷瑩

屏東科大 楊梓凌 高苑科大 許琪燕 南應科大 陳芋潔

屏東科大 李祉葳 高苑科大 禤麗瓊 敏惠醫專 蕭妤庭

屏東科大 邱鈺婷 高苑科大 余秀雯 敏惠醫專 趙翊純

高餐大學 林冠絜 敏惠醫專 王莉汶

高餐大學 辛佳盈 敏惠醫專 周辰芸

場次 時間

23 10:50 輔仁大學 林家暐 高雄大學 賴政仁 北市大學 楊  傑 臺灣體大 陳繹仲

24 10:56 輔仁大學 魏文良 高雄大學 李哲勛 北市大學 黃承瀚 臺灣體大 廖振良

25 11:02 輔仁大學 林子慶 高雄大學 許達榮 北市大學 周雨農 臺灣體大 徐榭鴻

26 11:08 輔仁大學 蔡旻勳 高雄大學 李冠進 北市大學 詹杰翰 臺灣體大 林益全

27 11:14 輔仁大學 王啟安 高雄大學 張介皇 北市大學 王宏宗 臺灣體大 林士凱

28 11:20 輔仁大學 程建閎 高雄大學 莊吉峯 北市大學 陳  瑋 臺灣體大 程建樺

29 11:26 臺灣科大 吳承儒 臺北護大 童名鋒 遠東科大 ※施博為 中臺科大 ※蔡承祐

30 11:32 臺灣科大 林秉緯 臺北護大 廖峰億 遠東科大 ※顏品豐 南華大學 ※洪有朋

31 11:38 臺灣科大 張竣凱 臺北護大 李家成 遠東科大 ※邱士恩 南華大學 ※張茗豐

32 11:44 臺灣科大 李  昀 臺北護大 王茂霖 澎湖科大 ※陳彥佑 虎尾科大 ※林松儒

33 11:50 臺灣科大 謝建治 崑山科大 ※李承翰 澎湖科大 ※李彥廷

34 11:56 臺灣科大 魏立凱 南應科大 ※王宏達 金門大學 ※林揚諺

35 12:02 高餐大學 ※莊宜龍 中山大學 ※范弘昌 勤益科大 ※蔡事維

場次 時間

36 12:08 高雄大學 陳佳琳 臺北護大 劉凱棋 臺灣體大 楊紫涵 高餐大學 楊惠婷

37 12:14 高雄大學 林茵綺 臺北護大 吳佩蓉 臺灣體大 簡于瑄 高餐大學 周珮淇

38 12:20 高雄大學 熊怡惠 臺北護大 劉怡雯 臺灣體大 林佑柔 高餐大學 吳沂蒨

39 12:26 高雄大學 邱靖詒 臺北護大 吳憶汝 臺灣體大 張琬聆 高餐大學 吳宜蓁

40 12:32 高雄大學 吳佩蓉 臺北護大 鄭湘華 臺灣體大 謝秉諺 臺灣師大 ※蔡濰憶

41 12:38 高雄大學 賴宛瑜 臺北護大 曾卉欣 臺灣體大 胡佳鳳 臺灣師大 ※倪玉珊

42 12:44 輔仁大學 林琬諭 北市大學 洪承郁 國防大學 ※林芷青 屏東科大 ※林佩臻

43 12:50 輔仁大學 陳又歆 北市大學 施宇涵 國立體大 ※翁瑋阡 屏東科大 ※林盈淑

44 12:56 輔仁大學 陳姵蓁 北市大學 石澄璇 南應科大 ※蕭宜蓁 澎湖科大 ※何宣宣

45 13:02 輔仁大學 賴兪茹 北市大學 鍾璧如 南應科大 ※李昀珊 澎湖科大 ※吳家慧

46 13:08 輔仁大學 余旻竺 北市大學 楊家蓁 高醫大學 劉芸甄 金門大學 ※陳慧緣

47 13:14 輔仁大學 余可萱 北市大學 陳怡馨 臺東大學 ※王慈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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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48 13:20 高餐大學 邵靖宇 臺灣科大 王澤豫 國防大學 簡百辰 高苑科大 陳昱安

49 13:26 高餐大學 楊坤霖 臺灣科大 王泓鈞 國防大學 陳睿彬 高苑科大 歐玄柏

50 13:32 高餐大學 譚凱源 臺灣科大 楊盛方 國防大學 鄭貫之 高苑科大 吳承翰

51 13:38 高餐大學 邱德冠 臺灣科大 李昆儒 國防大學 劉奕廷 高苑科大 莊庭凱

52 13:44 高餐大學 何子俊 臺灣科大 柯孟銓 國防大學 殷政明 高苑科大 黃志勝

53 13:50 國立體大 李柏毅 臺灣科大 楊仁銘 國防大學 李奕承 高苑科大 王育瑋

54 13:56 國立體大 楊鈞睿 陸軍專校 賴家緯 中臺科大 范文薰 臺北護大 ※王晨宇

55 14:02 國立體大 洪嘉鍇 陸軍專校 陳哲諒 中臺科大 張仁豪 臺北護大 ※賴昱勳

56 14:08 國立體大 林育賢 陸軍專校 林松諭 中臺科大 楊竣閔 高醫大學 ※蔡如璠

57 14:14 國立體大 潘國崴 陸軍專校 林義明 中臺科大 黃尹聖 高醫大學 ※陳皇佑

58 14:20 國立體大 王基礎 陸軍專校 周祐荻 遠東科大 ※林俊伊 嘉義大學 ※鄭德崇

59 14:26 文化大學 ※王彥博 陸軍專校 洪慶恒 遠東科大 ※李承恩 澎湖科大 ※歐聖緣

場次 時間

60 14:32 臺灣科大 張桂瑜 國防大學 楊明璇 屏東科大 楊梓凌 高餐大學 辛佳盈

61 14:38 臺灣科大 朱修諗 國防大學 楊欣靜 屏東科大 王惠伶 高餐大學 林冠絜

62 14:44 臺灣科大 蔡欣芸 國防大學 楊昕樺 屏東科大 張雅晴 高餐大學 岑倩沂

63 14:50 臺灣科大 李佩芸 國防大學 柯妤蓁 屏東科大 邱鈺婷 高餐大學 劉嘉怡

64 14:56 臺灣科大 吳岩瑾 國防大學 張郡庭 屏東科大 李祉葳 敏惠醫專 周辰芸

65 15:02 臺灣科大 楊雅媛 國防大學 易芳儀 南應科大 盧君姵 敏惠醫專 趙翊純

66 15:08 高苑科大 官欣蓉 中臺科大 林鈺琇 南應科大 蘇盈如 敏惠醫專 王莉汶

67 15:14 高苑科大 許琪燕 中臺科大 魏甄儀 南應科大 許家綾 敏惠醫專 蕭妤庭

68 15:20 高苑科大 余秀雯 中臺科大 林雅娟 南應科大 戴湘庭 陸軍專校 ※劉家榕

69 15:26 高苑科大 王凱瑩 中臺科大 黃璿芮 南應科大 陳芋潔 陸軍專校 ※蘇卉玟

70 15:32 高苑科大 孫起雲 中臺科大 林堉婷 南應科大 鍾懷瑩

71 15:38 高苑科大 禤麗瓊 臺北護大 ※葉珮瑜 崇仁醫專 ※陳桂琴

72 15:44 吳鳳科大 ※李卉芯 遠東科大 ※莊佳蓉 崇仁醫專 ※陳真嘉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桿數賽 一般女子個人組 第一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場次 時間

1 08:30 高雄大學 陳佳琳 臺北護大 劉凱棋 臺灣體大 楊紫涵 高餐大學 楊惠婷

2 08:36 高雄大學 林茵綺 臺北護大 吳佩蓉 臺灣體大 簡于瑄 高餐大學 周珮淇

3 08:42 高雄大學 熊怡惠 臺北護大 劉怡雯 臺灣體大 林佑柔 高餐大學 吳沂蒨

4 08:48 高雄大學 邱靖詒 臺北護大 吳憶汝 臺灣體大 張琬聆 高餐大學 吳宜蓁

5 08:54 高雄大學 吳佩蓉 臺北護大 鄭湘華 臺灣體大 謝秉諺 臺灣師大 ※蔡濰憶

6 09:00 高雄大學 賴宛瑜 臺北護大 曾卉欣 臺灣體大 胡佳鳳 臺灣師大 ※倪玉珊

7 09:06 輔仁大學 林琬諭 北市大學 洪承郁 國防大學 ※林芷青 屏東科大 ※林佩臻

8 09:12 輔仁大學 陳又歆 北市大學 施宇涵 國立體大 ※翁瑋阡 屏東科大 ※林盈淑

9 09:18 輔仁大學 陳姵蓁 北市大學 石澄璇 南應科大 ※蕭宜蓁 澎湖科大 ※何宣宣

10 09:24 輔仁大學 賴兪茹 北市大學 鍾璧如 南應科大 ※李昀珊 澎湖科大 ※吳家慧

11 09:30 輔仁大學 余旻竺 北市大學 楊家蓁 高醫大學 劉芸甄 金門大學 ※陳慧緣

12 09:36 輔仁大學 余可萱 北市大學 陳怡馨 臺東大學 ※王慈伶

場次 時間

13 09:42 輔仁大學 林家暐 高雄大學 賴政仁 北市大學 楊  傑 臺灣體大 陳繹仲

14 09:48 輔仁大學 魏文良 高雄大學 李哲勛 北市大學 黃承瀚 臺灣體大 廖振良

15 09:54 輔仁大學 林子慶 高雄大學 許達榮 北市大學 周雨農 臺灣體大 徐榭鴻

16 10:00 輔仁大學 蔡旻勳 高雄大學 李冠進 北市大學 詹杰翰 臺灣體大 林益全

17 10:06 輔仁大學 王啟安 高雄大學 張介皇 北市大學 王宏宗 臺灣體大 林士凱

18 10:12 輔仁大學 程建閎 高雄大學 莊吉峯 北市大學 陳  瑋 臺灣體大 程建樺

19 10:18 臺灣科大 吳承儒 臺北護大 童名鋒 遠東科大 ※施博為 中臺科大 ※蔡承祐

20 10:24 臺灣科大 林秉緯 臺北護大 廖峰億 遠東科大 ※顏品豐 南華大學 ※洪有朋

21 10:30 臺灣科大 張竣凱 臺北護大 李家成 遠東科大 ※邱士恩 南華大學 ※張茗豐

22 10:36 臺灣科大 李  昀 臺北護大 王茂霖 澎湖科大 ※陳彥佑 虎尾科大 ※林松儒

23 10:42 臺灣科大 謝建治 崑山科大 ※李承翰 澎湖科大 ※李彥廷

24 10:48 臺灣科大 魏立凱 南應科大 ※王宏達 金門大學 ※林揚諺

25 10:54 高餐大學 ※莊宜龍 中山大學 ※范弘昌 勤益科大 ※蔡事維

桿數賽 公開女子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桿數賽 公開男子個人組 第二輪

10月24日賽程表



場次 時間

26 11:00 臺灣科大 張桂瑜 國防大學 楊明璇 屏東科大 楊梓凌 高餐大學 辛佳盈

27 11:06 臺灣科大 朱修諗 國防大學 楊欣靜 屏東科大 王惠伶 高餐大學 林冠絜

28 11:12 臺灣科大 蔡欣芸 國防大學 楊昕樺 屏東科大 張雅晴 高餐大學 岑倩沂

29 11:18 臺灣科大 李佩芸 國防大學 柯妤蓁 屏東科大 邱鈺婷 高餐大學 劉嘉怡

30 11:24 臺灣科大 吳岩瑾 國防大學 張郡庭 屏東科大 李祉葳 敏惠醫專 周辰芸

31 11:30 臺灣科大 楊雅媛 國防大學 易芳儀 南應科大 盧君姵 敏惠醫專 趙翊純

32 11:36 高苑科大 官欣蓉 中臺科大 林鈺琇 南應科大 蘇盈如 敏惠醫專 王莉汶

33 11:42 高苑科大 許琪燕 中臺科大 魏甄儀 南應科大 許家綾 敏惠醫專 蕭妤庭

34 11:48 高苑科大 余秀雯 中臺科大 林雅娟 南應科大 戴湘庭 陸軍專校 ※劉家榕

35 11:54 高苑科大 王凱瑩 中臺科大 黃璿芮 南應科大 陳芋潔 陸軍專校 ※蘇卉玟

36 12:00 高苑科大 孫起雲 中臺科大 林堉婷 南應科大 鍾懷瑩

37 12:06 高苑科大 禤麗瓊 臺北護大 ※葉珮瑜 崇仁醫專 ※陳桂琴

38 12:12 吳鳳科大 ※李卉芯 遠東科大 ※莊佳蓉 崇仁醫專 ※陳真嘉

場次 時間

39 12:18 高餐大學 邵靖宇 臺灣科大 王澤豫 國防大學 簡百辰 高苑科大 陳昱安

40 12:24 高餐大學 楊坤霖 臺灣科大 王泓鈞 國防大學 陳睿彬 高苑科大 歐玄柏

41 12:30 高餐大學 譚凱源 臺灣科大 楊盛方 國防大學 鄭貫之 高苑科大 吳承翰

42 12:36 高餐大學 邱德冠 臺灣科大 李昆儒 國防大學 劉奕廷 高苑科大 莊庭凱

43 12:42 高餐大學 何子俊 臺灣科大 柯孟銓 國防大學 殷政明 高苑科大 黃志勝

44 12:48 國立體大 李柏毅 臺灣科大 楊仁銘 國防大學 李奕承 高苑科大 王育瑋

45 12:54 國立體大 楊鈞睿 陸軍專校 賴家緯 中臺科大 范文薰 臺北護大 ※王晨宇

46 13:00 國立體大 洪嘉鍇 陸軍專校 陳哲諒 中臺科大 張仁豪 臺北護大 ※賴昱勳

47 13:06 國立體大 林育賢 陸軍專校 林松諭 中臺科大 楊竣閔 高醫大學 ※蔡如璠

48 13:12 國立體大 潘國崴 陸軍專校 林義明 中臺科大 黃尹聖 高醫大學 ※陳皇佑

49 13:18 國立體大 王基礎 陸軍專校 周祐荻 遠東科大 ※林俊伊 嘉義大學 ※鄭德崇

50 13:24 文化大學 ※王彥博 陸軍專校 洪慶恒 遠東科大 ※李承恩 澎湖科大 ※歐聖緣

球員三

球員四

桿數賽 一般男子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第一輪 

球員四

桿數賽 一般女子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51 13:40 (1) 9 對抗 17

52 13:46 (2) 21 對抗 12

53 13:52 (3) 13 對抗 20

54 13:58 (4) 19 對抗 14

55 14:04 (5) 11 對抗 22

56 14:10 (6) 23 對抗 10

57 14:16 (7) 15 對抗 18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58 14:22 (1) 17 對抗 16

59 14:28 (2) 9 對抗 24

60 14:34 (3) 5 對抗 25

61 14:40 (4) 21 對抗 12

62 14:46 (5) 13 對抗 20

63 14:52 (6) 19 對抗 14

64 14:58 (7) 11 對抗 22

65 15:04 (8) 7 對抗 26

66 15:10 (9) 23 對抗 10

67 15:16 (10) 15 對抗 18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68 15:22 (1) 12 對抗 19

69 15:28 (2) 11 對抗 17

70 15:34 (3) 18 對抗 10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71 15:40 (1) 17 對抗 16

72 15:46 (2) 9 對抗 24

73 15:52 (3) 21 對抗 12

74 15:58 (4) 13 對抗 20

75 16:04 (5) 19 對抗 14

76 16:10 (6) 11 對抗 22

77 16:16 (7) 23 對抗 10

78 16:22 (8) 15 對抗 18

臺灣體大 林士凱

輔仁大學 程建閎

中臺科大 蔡承祐

北市大學 王宏宗

臺灣體大 徐榭鴻

北市大學 周雨農

金門大學 林揚諺

澎湖科大 李彥廷

南華大學 何育豪

遠東科大 邱士恩

臺灣科大 謝建治

臺北護大 王茂霖

勤益科大 蔡事維

中臺科大 楊竣閔

臺北護大 賴昱勳

澎湖科大 歐聖緣

高餐大學 邵靖宇

中臺科大 林雅娟

國防大學 楊昕樺

臺北護大 葉珮瑜

臺灣科大 王澤豫

遠東科大 李承恩

南應科大 王宏達

虎尾科大 林松儒

臺北護大 廖峰億

澎湖科大 陳彥佑

中山大學 范弘昌

臺灣科大 張竣凱

崑山科大 李承翰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第一輪 

球員一 球員二

敏惠醫專 蕭妤庭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第一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第一輪 

球員一 球員二

屏東科大 林盈淑 高醫大學 劉芸甄

南應科大 蕭宜蓁 臺北護大 呂靜庭

高雄大學 陳佳琳 臺灣體大 張琬聆

金門大學 陳慧緣 臺灣師大 江佳玲

敗 中台科大 范文薰

高醫大學 陳皇佑

陸軍專校 陳哲諒

陸軍專校 劉家榕

高餐大學 辛佳盈

國立體大 林育賢

陸軍專校 林松諭

國防大學 簡百辰

臺灣科大 楊盛方

高苑科大 歐玄柏

嘉義大學 鄭德崇

高餐大學 周珮淇 輔仁大學 余可萱

國立體大 翁瑋阡 北市大學 鍾璧如

臺灣師大 蔡濰憶 臺灣體大 胡佳鳳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 08:30 (9) 1 對抗 (1)場勝

2 08:36 (10) (2)場勝 對抗 8

3 08:42 (11) 5 對抗 (3)場勝

4 08:48 (12) (4)場勝 對抗 4

5 08:54 (13) 3 對抗 (5)場勝

6 09:00 (14) (6)場勝 對抗 6

7 09:06 (15) 7 對抗 (7)場勝

8 09:12 (16) (8)場勝 對抗 2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9 09:18 (4) 1 對抗 16

10 09:24 (5) 9 對抗 8

11 09:30 (6) 5 對抗 (1)場勝

12 09:36 (7) 13 對抗 4

13 09:42 (8) 3 對抗 14

14 09:48 (9) (2)場勝 對抗 6

15 09:54 (10) 7 對抗 (3)場勝

16 10:00 (11) 15 對抗 2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7 10:06 (11) 1 對抗 (1)場勝

18 10:12 (12) (2)場勝 對抗 8

19 10:18 (13) (3)場勝 對抗 (4)場勝

20 10:24 (14) (5)場勝 對抗 4

21 10:30 (15) 3 對抗 (6)場勝

22 10:36 (16) (7)場勝 對抗 6

23 10:42 (17) (8)場勝 對抗 (9)場勝

24 10:48 (18) (10)場勝 對抗 2

崇仁醫專 陳桂琴

高餐大學 劉嘉怡

國防大學 楊欣靜

陸軍專校 蘇卉玟

屏東科大 邱鈺婷

崇仁醫專 陳真嘉

南應科大 許家綾

南應科大 蘇語嫺

屏東科大 王惠伶

臺灣科大 蔡欣芸

敏惠醫專 趙翊純

臺灣科大 李佩芸

吳鳳科大 李卉芯

遠東科大 林俊伊

遠東科大 施博為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高餐大學 邱德冠

高苑科大 王育瑋

文化大學 王彥博

高醫大學 蔡如璠

國防大學 鄭貫之

國立體大 李一諺

中台科大 范文薰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高雄大學 許達榮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高餐大學 莊宜龍

輔仁大學 林家暐

南華大學 洪有朋

高雄大學 張介皇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10月25日賽程表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25 10:54 (8) 1 對抗 16

26 11:00 (9) (1)場勝 對抗 8

27 11:06 (10) 5 對抗 (2)場勝

28 11:12 (11) (3)場勝 對抗 4

29 11:18 (12) 3 對抗 (4)場勝

30 11:24 (13) (5)場勝 對抗 6

31 11:30 (14) 7 對抗 (6)場勝

32 11:36 (15) (7)場勝 對抗 2

場次 時間

33 11:42

34 11:48

35 11:54

36 12:00

37 12:06

38 12:12

場次 時間

39 12:18

40 12:24

41 12:30

42 12:36

43 12:42

場次 時間

44 13:00

45 13:06

46 13:12

47 13:18

48 13:24

國防大學 林芷青

高餐大學 楊惠婷

北市大學 楊家蓁

臺北護大 鄭湘華 澎湖科大 何宣宣

南應科大 李昀珊

高雄大學 林茵綺

屏東科大 林佩臻

輔仁大學 林琬諭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第二輪 

預賽排名第十一名 預賽排名第十名

預賽排名第八名 預賽排名第七名

預賽排名第五名

桿數賽 公開女子雙人組 第二輪

預賽排名第三名 預賽排名第二名 預賽排名第一名

球員一 球員二

預賽排名第十四名 預賽排名第十三名

球員一

球員三

預賽排名第十五名 預賽排名第十四名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排名第十三名 預賽排名第十二名 預賽排名第十一名

預賽排名第四名 預賽排名第三名

預賽排名第二名 預賽排名第一名

預賽排名第十四名

預賽排名第十名 預賽排名第九名

預賽排名第七名預賽排名第八名

桿數賽 一般男子雙人組 第二輪

預賽排名第十六名

桿數賽 公開男子雙人組 第二輪

預賽排名第十五名

預賽排名第十二名

預賽排名第九名

預賽排名第六名 預賽排名第四名

預賽排名第八名

預賽排名第七名 預賽排名第六名 預賽排名第五名

桿數賽 一般女子雙人組 第二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排名第六名

預賽排名第四名 預賽排名第三名

預賽排名第一名

預賽排名第五名

預賽排名第二名

預賽排名第十三名 預賽排名第十二名

預賽排名第十一名 預賽排名第十名 預賽排名第九名



場次 時間

49 13:30

50 13:36

51 13:42

52 13:48

53 13:54

54 14:00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55 14:10 (17) (9)場勝 對抗 (10)場勝

56 14:16 (18) (11)場勝 對抗 (12)場勝

57 14:22 (19) (13)場勝 對抗 (14)場勝

58 14:28 (20) (15)場勝 對抗 (16)場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59 14:34 (12) (4)場勝 對抗 (5)場勝

60 14:40 (13) (6)場勝 對抗 (7)場勝

61 14:46 (14) (8)場勝 對抗 (9)場勝

62 14:52 (15) (10)場勝 對抗 (11)場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63 14:58 (19) (11)場勝 對抗 (12)場勝

64 15:04 (20) (13)場勝 對抗 (14)場勝

65 15:10 (21) (15)場勝 對抗 (16)場勝

66 15:16 (22) (17)場勝 對抗 (18)場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67 15:22 (16) (8)場勝 對抗 (9)場勝

68 15:28 (17) (10)場勝 對抗 (11)場勝

69 15:34 (18) (12)場勝 對抗 (13)場勝

70 15:40 (19) (14)場勝 對抗 (15)場勝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第三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第三輪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第三輪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第三輪 

球員一 球員二

預賽排名第七名 預賽排名第六名 預賽排名第五名

預賽排名第四名

預賽排名第十名 預賽排名第九名

預賽排名第十二名 預賽排名第十一名

預賽排名第三名

預賽排名第一名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排名第十五名 預賽排名第十四名

預賽排名第八名

預賽排名第十六名

預賽排名第二名

球員一

預賽排名第十三名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10月26日賽程表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 08:00 (16) 對抗

2 08:06 (17) 對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3 08:12 (21) 對抗

4 08:18 (22) 對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5 08:24 (20) 對抗

6 08:30 (21) 對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7 08:36 (23) 對抗

8 08:42 (24) 對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9 09:30 (18)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0 09:36 (19)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1 09:42 (23)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2 09:48 (24) VS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四強賽

球員一 球員二

(17)場勝 (18)場勝

(19)場勝 (20)場勝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四強賽

球員一 球員二

(12)場勝 (13)場勝

(14)場勝 (15)場勝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四強賽 

球員一 球員二

(19)場勝 (20)場勝

(21)場勝 (22)場勝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四強賽

球員一 球員二

(16)場勝 (17)場勝

(18)場勝 (19)場勝

球員一 球員二

(16)場勝 (17)場勝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季軍賽

球員一 球員二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季軍賽

球員一 球員二

(16)場敗 (17)場敗

球道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冠軍賽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季軍賽 

(21)場敗 (22)場敗

球道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冠軍賽

球員一 球員二

(21)場勝 (22)場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3 09:54 (22)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4 10:00 (23)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5 10:06 (25) VS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對抗

16 10:12 (26) VS

場次 時間

17 10:30

18 10:36

19 10:42

20 10:48

場次 時間

21 10:54

22 11:00

23 11:06

24 11:12

場次 時間

25 11:18

26 11:24

27 11:30

28 11:36

場次 時間

29 11:42

30 11:48

31 11:54

32 12:00

球員一 球員二

(20)場敗 (21)場敗

球道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冠軍賽

(23)場敗 (24)場敗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冠軍賽

球員一 球員二

(23)場勝 (24)場勝

球員一 球員二

(20)場勝 (21)場勝

球道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季軍賽

球員一 球員二

預賽第七名

預賽第六名 預賽第五名 預賽第四名

預賽第三名 預賽第二名 預賽第一名

桿數賽 一般女生個人組 決賽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第十二名 預賽第十一名 預賽第十名

預賽第九名 預賽第八名

預賽第七名

預賽第六名 預賽第五名 預賽第四名

預賽第三名 預賽第二名 預賽第一名

桿數賽 一般男生個人組 決賽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第十二名 預賽第十一名 預賽第十名

預賽第九名 預賽第八名

預賽第七名

預賽第六名 預賽第五名 預賽第四名

預賽第三名 預賽第二名 預賽第一名

桿數賽 公開女生個人組 決賽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第十二名 預賽第十一名 預賽第十名

預賽第九名 預賽第八名

桿數賽 公開男生個人組 決賽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預賽第十二名 預賽第十一名 預賽第十名

預賽第九名 預賽第八名 預賽第七名

預賽第六名 預賽第五名 預賽第四名

預賽第三名 預賽第二名 預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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