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成績 

男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晉級 

第二名 東吳大學 晉級 

第三名 國立臺北大學 晉級 

第四名 國立海洋大學 晉級 

第五名 國立臺灣大學 晉級 

第六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晉級 

第七名 國防醫學院 晉級 

第八名 國立中央大學 晉級 

 

女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晉級 

第二名 國立臺灣大學 晉級 

第三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晉級 

第四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晉級 

第五名 國立空中大學 晉級 

第六名 輔仁大學 晉級 

第七名 中原大學 晉級 

第八名 臺北醫學大學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成績 

男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臺灣大學 張峻林 晉級 

第二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巫嘉軒 晉級 

第三名 中央警察大學 葉展嘉 晉級 

第四名 國立中央大學 陳昱鈞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張學源 晉級 

第六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欒立康 晉級 

第七名 國立臺北大學 陳泓鈞 晉級 

第八名 東吳大學 林言祐 晉級 

第九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黃柏寰 晉級 

第九名 國防醫學院 黃泓淯 晉級 

第九名 中華科技大學 王泊皓 晉級 

第九名 德霖科技大學 陳 廷 晉級 

第九名 淡江大學 徐 昊 晉級 

第九名 國防醫學院 陳文凱 晉級 

第九名 國立金門大學 蔡侑宬 晉級 

第九名 中國文化大學 林士傑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成績 

女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洪 譽 晉級 

第二名 國立臺北大學 賴詩喬 晉級 

第三名 國防醫學院 蔣宜家 晉級 

第四名 國立臺灣大學 周芊妤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許綺文 晉級 

第六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奕珺 晉級 

第七名 臺北市立大學 郭鈺婷 晉級 

第八名 臺北醫學大學 郭印心 晉級 

第九名 中原大學 陳 昕 晉級 

第九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史卓嘉 晉級 

第九名 輔仁大學 陳暳諭 晉級 

第九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依樺 晉級 

第十三名 慈濟科技大學 張之敏 晉級 

第十三名 國立臺灣大學 梁維珊 晉級 

第十五名 實踐大學 游繹蓁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成績 

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邱冠翔 魏愷呈 晉級 

第二名 輔仁大學 陳奕龍 林學穎 晉級 

第三名 國防醫學院 李岳霖 周偉帆 晉級 

第四名 國立海洋大學 李友瑋 金睿霖 晉級 

第五名 慈濟大學 王碩呈 任家良 晉級 

第六名 國立臺北大學 林冠宏 魏守宏 晉級 

第七名 國立臺灣大學 張子賢 林亮昕 晉級 

第八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建瑄 古易玄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成績 

女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政治大學 鄭伃倢 盧奐妤 晉級 

第二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陳冠竹 胡立宣 晉級 

第三名 國防大學 李恬恬 宜藏舟 晉級 

第四名 東吳大學 陳昱穎 吳宜蓁 晉級 

第五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姵潔 沈湘庭 晉級 

第六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江凱琳 黃楷淇 晉級 

第七名 國立政治大學 林亮旼 林昕靚 晉級 

第八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楊淑晴 江鈺文 晉級 

 

 



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臺灣大學 丁于庭 許祐瑄 晉級 

第二名 國立臺灣大學 楊令辰 王昀中 晉級 

第三名 臺北醫學大學 陳思吟 梁文謙 晉級 

第四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靖晨 鍾文婕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吳佳真 張詠祺 晉級 

第六名 臺北醫學大學 許舒媛 黃柏寓 晉級 

第七名 國立臺北大學 施富鈞 莊可可 晉級 

第八名 國立體育大學 巫政儒 孫嫚璟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成績 

男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清華大學 晉級 

第二名 國立中興大學 晉級 

第三名 東海大學 晉級 

第四名 逢甲大學 晉級 

第五名 朝陽科技大學  

第六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七名 中山醫學大學 
 

第八名 國立聯合大學 
 

 

女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中興大學 晉級 

第二名 國立清華大學 晉級 

第三名 逢甲大學 晉級 

第四名 東海大學  

第五名 中國醫藥大學  

第六名 中山醫學大學  

第七名 靜宜大學  

第八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成績 

男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東海大學 劉鎮璽 晉級 

第二名 國立清華大學 謝承佑 晉級 

第三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瑋祥 晉級 

第四名 國立清華大學 蔡宥璿 晉級 

第五名 逢甲大學 張友柏 晉級 

第六名 國立暨南大學 曾平安 晉級 

第七名 國立中興大學 黃勝輝 晉級 

第八名 中國醫藥大學 陳品齊 晉級 

 

女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中興大學 曹彤君 晉級 

第二名 中山醫學大學 賴昱辰 晉級 

第三名 逢甲大學 簡貝如 晉級 

第四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吳彥臻 晉級 

第五名 靜宜大學 張柔靜 晉級 

第六名 國立清華大學 蔡依虹 晉級 

第七名 國立清華大學 陳宣君 晉級 

第八名 國立清華大學 吳亞芯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成績 

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清華大學 羅文傑 徐義閎 晉級 

第二名 國立清華大學 方永騰 陳羿翔 晉級 

第三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羅國巧 陳億隍 晉級 

第四名 東海大學 何峻名 蔡昇紘 晉級 

第五名 國立中興大學 劉庭睿 楊琮奕  

第六名 中國醫藥大學 洪鈞翔 林群岳  

第七名 逢甲大學 吳杰恩 顏嘉鼐  

第八名 東海大學 江金澤 陳法融  

 

女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中國醫藥大學 王淑怡 江至薇 晉級 

第二名 逢甲大學 陳玠璇 林佳葭 晉級 

第三名 國立清華大學 黃靖文 林妤庭 晉級 

第四名 國立清華大學 黃怡綸 林郁芯 晉級 

第五名 國立中興大學 周維雙 李耘慈  

第六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蘇靖淳 林頻禧  

第七名 逢甲大學 阮潘桃源 曾伃聰  

第八名 中國醫藥大學 丁詠倢 陳俐瑾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成績 

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清華大學 謝劭偉 林品瑜 晉級 

第二名 國立中興大學 張帛軒 陳郁霈 晉級 

第三名 國立清華大學 彭浩恩 鄭芝涵 晉級 

第四名 逢甲大學 劉家瑋 劉亭佑  

第五名 中山醫學大學 李依峻 史佳云  

第六名 中國醫學大學 謝宛汝 周弓量  

第七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明鎮 張巧怡  

第八名 國立聯合大學 朱禹丞 陳思穎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南區錦標賽成績 

男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晉級 

第二名 國立成功大學 晉級 

第三名 國立高雄大學 晉級 

第四名 高雄醫學大學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六名 國立臺南大學  

第七名 國立中正大學  

第八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女子團體 

名次 學校名稱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成功大學 晉級 

第二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晉級 

第三名 嘉南藥理大學 晉級 

第四名 文藻大學 晉級 

第五名 國立中正大學 晉級 

第六名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第七名 國立中山大學  

第八名 國立嘉義大學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南區錦標賽成績 

男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何佳鴻 晉級 

第二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劉峪銓 晉級 

第三名 國立臺南大學 謝承恩 晉級 

第四名 國立成功大學 黃民斌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高雄大學 簡呈哲 晉級 

第六名 國立中山大學 翁祐宸 晉級 

第七名 義守大學 林麥可 晉級 

第八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鄭嘉緯 晉級 

 

女單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成功大學 盧曉慧 晉級 

第二名 國立成功大學 胡滋紜 晉級 

第三名 嘉南藥理大學 羅巧臻 晉級 

第四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謝旻霏 晉級 

第五名 嘉南藥理大學 張琬清 晉級 

第六名 國立中正大學 楊琇淩 晉級 

第七名 國立中正大學 王郁婷 晉級 

第八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妤恒 晉級 

第九名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郭芹安 晉級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南區錦標賽成績 

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義憲 盧得悅 晉級 

第二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顏祐翎 林清揚 晉級 

第三名 國立成功大學 葉益亨 楊致嘉 晉級 

第四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謝佳杰 何彥霖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冠𣇰 黃柏勳  

第六名 國立中正大學 李宗儒 郭育輔  

第七名 國立中正大學 陳昱凱 莊宜憲  

第八名 國立臺南大學 馬旭憫 蔡鎮安  

 

女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育珮 林姿吟 晉級 

第二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吳旻瑩 林憶芳 晉級 

第三名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方 翊 謝慧眉 晉級 

第四名 嘉南藥理大學 簡子瑄 林宣廷 晉級 

第五名 國立臺南大學 黃 音 陳博琳  

第六名 義守大學 沈鈺真 鍾昀恩  

第七名 國立嘉義大學 許芸瑄 蕭又元  

第八名 高雄醫學大學 林芯彤 郭芸瑄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南區錦標賽成績 

混雙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第一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紀耀宗 陳芊霖 晉級 

第二名 國立嘉義大學 許育銓 林微訢 晉級 

第三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呂宛樺 韓昀宏 晉級 

第四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黃彥鈞 李芷迎 晉級 

第五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啟嘉 陳䂛諪 晉級 

第六名 義守大學 蔡旻融 邱鈺珊  

第七名 國立中山大學 廖宣閔 高瑞謙  

第八名 嘉南藥理大學 徐飛亞 林芷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