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場地一 場地二 場地三 場地四 場地五 場地六 場地七 場地八

08:30 男女混雙【1】 男女混雙【2】 男女混雙【3】 男女混雙【4】 男女混雙【5】 男女混雙【6】 男女混雙【7】 男女混雙【8】

08:45 男女混雙【9】 男女混雙【10】 男女混雙【11】 男子單打【1】 男子單打【2】 男子單打【3】 男子單打【4】 男子單打【5】

09:00 男子單打【6】 男子單打【7】 男子單打【8】 男子單打【9】 男子單打【10】 男子單打【11】 男子單打【12】 男子單打【13】

09:15 男子單打【14】 男子單打【15】 男子單打【16】 男子單打【17】 男子單打【18】 男子單打【19】 男子單打【20】 女子雙打【1】

09:35 女子雙打【2】 女子雙打【3】 女子雙打【4】 女子雙打【5】 女子雙打【6】 女子雙打【7】 女子雙打【8】 女子雙打【9】

09:50 男子雙打【1】 男子雙打【2】 男子雙打【3】 男子雙打【4】 男子雙打【5】 男子雙打【6】 男子雙打【7】 男子雙打【8】

10:10 男子雙打【9】 男子雙打【10】 男子雙打【11】 男子雙打【12】 男子雙打【13】 男子雙打【14】 男子雙打【15】 男子雙打【16】

10:25 男子雙打【17】 男子雙打【18】 男子雙打【19】 女子單打【1】 女子單打【2】 女子單打【3】 女子單打【4】 女子單打【5】

10:45 女子單打【6】 女子單打【7】 女子單打【8】 女子單打【9】 女子單打【10】 女子單打【11】 男女混雙【12】 男女混雙【13】

11:00 男女混雙【14】 男女混雙【15】 男女混雙【16】 男女混雙【17】 男女混雙【18】 男女混雙【19】 男女混雙【20】 男女混雙【21】

11:20 男女混雙【22】 男子單打【21】 男子單打【22】 男子單打【23】 男子單打【24】 男子單打【25】 男子單打【26】 男子單打【27】

11:35 男子單打【28】 男子單打【29】 男子單打【30】 男子單打【31】 男子單打【32】 男子單打【33】 男子單打【34】 男子單打【35】

11:55 男子單打【36】 男子單打【37】 男子單打【38】 男子單打【39】 男子單打【40】 女子雙打【10】 女子雙打【11】 女子雙打【12】

12:10 女子雙打【13】 女子雙打【14】 女子雙打【15】 女子雙打【16】 女子雙打【17】 女子雙打【18】 男子雙打【20】 男子雙打【21】

12:30 男子雙打【22】 男子雙打【23】 男子雙打【24】 男子雙打【25】 男子雙打【26】 男子雙打【27】 男子雙打【28】 男子雙打【29】

12:45 男子雙打【30】 男子雙打【31】 男子雙打【32】 男子雙打【33】 男子雙打【34】 男子雙打【35】 男子雙打【36】 男子雙打【37】

13:05 男子雙打【38】 女子單打【12】 女子單打【13】 女子單打【14】 女子單打【15】 女子單打【16】 女子單打【17】 女子單打【18】

13:20 女子單打【19】 女子單打【20】 女子單打【21】 女子單打【22】 男女混雙【23】 男女混雙【24】 男女混雙【25】 男女混雙【26】

13:40 男女混雙【27】 男女混雙【28】 男女混雙【29】 男女混雙【30】 男女混雙【31】 男女混雙【32】 男女混雙【33】 男子單打【41】

13:55 男子單打【42】 男子單打【43】 男子單打【44】 男子單打【45】 男子單打【46】 男子單打【47】 男子單打【48】 男子單打【49】

14:15 男子單打【50】 男子單打【51】 男子單打【52】 男子單打【53】 男子單打【54】 男子單打【55】 男子單打【56】 男子單打【57】

14:30 男子單打【58】 男子單打【59】 男子單打【60】 女子雙打【19】 女子雙打【20】 女子雙打【21】 女子雙打【22】 女子雙打【23】

14:50 女子雙打【24】 女子雙打【25】 女子雙打【26】 女子雙打【27】 男子雙打【39】 男子雙打【40】 男子雙打【41】 男子雙打【42】

15:05 男子雙打【43】 男子雙打【44】 男子雙打【45】 男子雙打【46】 男子雙打【47】 男子雙打【48】 男子雙打【49】 男子雙打【50】

15:25 男子雙打【51】 男子雙打【52】 男子雙打【53】 男子雙打【54】 男子雙打【55】 男子雙打【56】 男子雙打【57】 女子單打【23】

15:40 女子單打【24】 女子單打【25】 女子單打【26】 女子單打【27】 女子單打【28】 女子單打【29】 女子單打【30】 女子單打【31】

16:00 女子單打【32】 女子單打【33】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時間 場地一 場地二 場地三 場地四 場地五 場地六 場地七 場地八

08:30 男子單打【61】 男子單打【62】 男子單打【63】 男子單打【64】 男子雙打【58】 男子雙打【59】 男子雙打【60】 男女混雙【34】

08:45 男女混雙【35】 男女混雙【36】 男子單打【65】 男子單打【67】 男子單打【70】 男子單打【72】 女子雙打【28】 男子雙打【61】

09:00 男子單打【66】 男子單打【68】 男子單打【69】 男子單打【71】 男子雙打【62】 男子雙打【63】 男子雙打【66】 男子雙打【68】

09:20 男子雙打【64】 男子雙打【67】 男子雙打【65】 女子單打【34】 女子單打【35】 女子單打【36】 男女混雙【37】 男女混雙【38】

09:40 男女混雙【39】 男女混雙【40】 男子單打【73】 男子單打【74】 男子單打【75】 男子單打【76】 女子雙打【29】 女子雙打【30】

10:00 女子雙打【31】 女子雙打【32】 男子雙打【69】 男子雙打【70】 男子雙打【71】 男子雙打【72】 女子單打【37】 女子單打【38】

10:20 女子單打【39】 女子單打【40】 男女混雙【41】 男女混雙【42】 男子單打【77】 男子單打【78】 女子雙打【33】 女子雙打【34】

10:40 男子雙打【73】 男子雙打【74】 女子單打【41】 女子單打【42】

11:00 男女混雙【43】 男子單打【79】 女子雙打【35】

11:20 男子雙打【75】 女子單打【43】

九月二十五日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單打 共58籤

共79場,取8名

預賽:9/24
郭丞恩 中山大學 呂紹辰 中山大學

A1 B1

【1】08:45-4 【41】13:40-8 【2】08:45-5 【42】13:55-1

A B

【21】11:20-2 【22】11:20-3

A2 A3 B2 B3
蘇栢樑 臺北大學 曾名造 僑光科大 陳廷睿 成功大學 康斌霆 屏東大學

賴佳宏 空軍官校 潘江民 空軍官校
C1 D1

【3】08:45-6 【43】13:55-2 【4】08:45-7 【44】13:55-3

C D

【23】11:20-4 【24】11:20-5

C2 C3 D2 D3
許晉榮 臺北科大 張家齊 輔英科大 楊凱翔 長庚大學 林敬庭 高醫大學

沈之晅 中興大學 葉智誼 臺南大學
E1 F1

【5】08:45-8 【45】13:55-4 【6】09:00-1 【46】13:55-5

E F

【25】11:20-6 【26】11:20-7

E2 E3 F2 F3
張傑淇 輔仁大學 吳承峰 輔英科大 陳易廷 臺北醫大 史唯良 高雄科大

王聖瑋 僑光科大 許恆承 臺灣師大
G1 H1

【7】09:00-2 【47】13:55-6 【8】09:00-3 【48】13:55-7

G H

【27】11:20-8 【28】11:35-1

G2 G3 H2 H3
李宇恩 成功大學 陳彥翔 空軍官校 吳承恩 成功大學 簡明山 長庚大學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單打 共58籤

共79場,取8名

預賽:9/24
林士祺 勤益科大 呂紘勳 輔英科大

I1 J1

【9】09:00-4 【49】13:55-8 【10】09:00-5 【50】14:15-1

I J

【29】11:35-2 【30】11:35-3

I2 I3 J2 J3
張禾昕 陽明交大 蘇家進 中原大學 鄧韋辰 清華大學 張仲佑 中原大學

劉殷郡 屏東大學 蔣富洋 屏東科大
K1 L1

【11】09:00-6 【51】14:15-2 【12】09:00-7 【52】14:15-3

K L

【31】11:35-4 【32】11:35-5

K2 K3 L2 L3
胡玟翰 輔仁大學 劉峻豪 明新科大 賴楷易 中臺科大 王紹宇 清華大學

洪子翔 臺南護專 郭芝達 臺北商大 黃冠勳 陽明交大
M1 【33】11:35-6 M3 N1

14:15-4 14:15-5
【53】 M 【54】

【13】09:00-8 【14】09:15-1 【15】09:15-2 【55】14:15-6

N

【34】11:35-7 【35】11:35-8

M2 M4 N2 N3
游竣文 中原大學 溫士緯 勤益科大 簡書澤 明新科大 吳存濬 屏東大學

陳劭期 彰化師大 熊陞宇 臺南大學
O1 P1

【16】09:15-3 【56】14:15-7 【17】09:15-4 【57】14:15-8

O P

【36】11:55-1 【37】11:55-2

O2 O3 P2 P3
李彥宏 臺南護專 古家韋 臺北科大 洪敏捷 勤益科大 項柏琛 彰化師大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單打 共58籤

共79場,取8名

預賽:9/24
楊謙君 臺北科大 陳奕仲 彰化師大

Q1 R1

【18】09:15-5 【58】14:30-1 【19】09:15-6 【59】14:30-2

Q R

【38】11:55-3 【39】11:55-4

Q2 Q3 R2 R3
邱惟駿 僑光科大 賴睿宬 陽明交大 陳則語 輔仁大學 吳帛榞 中山大學

陳鈺倫 清華大學
S1

【20】09:15-7 【60】14:30-3

S

【40】11:55-5

S2 S3
顏致家 臺北大學 許傑祐 長庚大學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單打 共58籤

共79場,取8名

決賽:日期:9/25  M組取2名,其餘各分組取 1 名單淘汰賽
Round 1 Round of 16 Quarter Finals Semi Finals Final Champion

A

【65】08:45-3

B

【73】09:40-3

C

【66】09:00-1

D  

【61】08:30-1

E

【77】10:20-5

F

【67】08:45-4

G

【74】09:40-4

H

【68】09:00-2

I

【62】08:30-2 Champion

M亞

【79】11:00-2

J

【63】08:30-3

K

【69】09:00-3

L

【75】09:40-5

M冠

【70】08:45-5

N

【78】10:20-6

O

【64】08:30-4

P

【71】09:00-4

Q

R 【76】09:40-6

【72】08:45-6

S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女子單打 共33籤

共43場,取8名

預賽:9/24
陳佩淇 中山大學 李岭嬑 中原大學

A1 B1

【1】10:25-4 【23】15:25-8 【2】10:25-5 【24】15:40-1

A B

【12】13:05-2 【13】13:05-3

A2 A3 B2 B3
莊筑安 成功大學 張琴侑 陽明交大 沈欣儒 長庚大學 郭逸芸 屏東大學

劉庭栖 陽明交大 郭彥妮 中原大學
C1 D1

【3】10:25-6 【25】15:40-2 【4】10:25-7 【26】15:40-3

C D

【14】13:05-4 【15】13:05-5

C2 C3 D2 D3
陳昱伶 臺北藝大 朱芸瑩 空軍官校 吳念柔 彰化師大 劉謹慈 中山大學

郭侑靈 高雄科大 陳佳妤 海洋大學
E1 F1

【5】10:25-8 【27】15:40-4 【6】10:45-1 【28】15:40-5

E F

【16】13:05-6 【17】13:05-7

E2 E3 F2 F3
林家旗 僑光科大 潘雅玲 長庚大學 曾品珊 清華大學 陳佳淇 長庚大學

連苡勳 中山大學 黎姿含 臺灣師大
G1 H1

【7】10:45-2 【29】15:40-6 【8】10:45-3 【30】15:40-7

G H

【18】13:05-8 【19】13:20-1

G2 G3 H2 H3
羅宥婷 中正大學 陳紀礽 臺北科大 劉臻 屏東大學 陳彥穎 臺北醫大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女子單打 共33籤

共43場,取8名

預賽:9/24
周莉秦 輔英科大 楊博雯 僑光科大

I1 J1

【9】10:45-4 【31】15:40-8 【10】10:45-5 【32】16:00-1

I J

【20】13:20-2 【21】13:20-3

I2 I3 J2 J3
陳文琦 臺北科大 鄭祺彗 中州科大 陳瑱 陽明交大 陳又筠 中興大學

楊采庭臺北醫大
K1

【11】10:45-6 【33】16:00-2

K

【22】13:20-4

K2 K3
劉千瑜 屏東大學 邱郁喬 東海大學

決賽:日期:9/25   各分組取 1 名循環賽
Round 1 Round 2 Semi Finals Final Champion

A

【37】10:00-7

B

C 【41】10:40-3

D 【38】10:00-8

【34】09:20-4

E

【43】11:20-2 冠軍：

F

【35】09:20-5

G

H 【39】10:20-1

I 【42】10:40-4

【36】09:20-6

J

K 【40】10:20-2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雙打 共53籤

共75場,取8名

預賽:9/24 林智堂 中正大學 周必威 臺北藝大
林柏辰 中正大學 黃士騰 臺北藝大

A1 B1

【1】09:50-1 【39】14:50-5 【2】09:50-2 【40】14:50-6

A B

【20】12:10-7 【21】12:10-8

A2 A3 B2 B3

陳祥荃 明新科大 顏致家 臺北大學 顏伯宇 成功大學 楊東霖 明新科大
李振瑋 明新科大 蘇栢樑 臺北大學 黃炳逢 成功大學 林柏宇 明新科大

謝長科 陽明交大 高敬堯 臺北科大 蘇家進 中原大學
黃承勛 陽明交大 古家韋 臺北科大 張棠文 中原大學

C1 D1 【23】12:30-2 D3

14:50-8 15:05-1
【42】 D 【43】

【3】09:50-3 【41】14:50-7 【4】09:50-4 【5】09:50-5

C

【22】12:30-1 【24】12:30-3

C2 C3 D2 D4

許恆瑜 臺灣師大 康斌霆 屏東大學 吳宜哲 海洋大學 王瑞禧 臺灣師大
許恆承 臺灣師大 陳昌譽 屏東大學 黃瀚緯 海洋大學 廖先翊 臺灣師大

沈謙 中正大學 蔡享宸 僑光科大
吳甫陞 中正大學 張詠程 僑光科大

E1 F1

【6】09:50-6 【44】15:05-2 【7】09:50-7 【45】15:05-3

E F

【25】12:30-4 【26】12:30-5

E2 E3 F2 F3

張傑淇 輔仁大學 黃宜澤 陽明交大 李舟 中山大學 張家齊 輔英科大
胡玟翰 輔仁大學 鄭智元 陽明交大 楊皓翔 中山大學 吳承峰 輔英科大

吳昱橋 陽明交大 蕭以勝 清華大學
林昊錡 陽明交大 郭君翰 清華大學

G1 H1

【8】09:50-8 【46】15:05-4 【9】10:10-1 【47】15:05-5

G H

【27】12:30-6 【28】12:30-7

G2 G3 H2 H3

簡國盛 清華大學 葉其叡 高雄科大 林國鈞 中山大學 鄭仲邦 勤益科大
黃道均 清華大學 梁竣庭 高雄科大 陳廷岳 中山大學 蘇子昊 勤益科大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雙打 共53籤

共75場,取8名

預賽:9/24 陳奕仲 中山大學 賴楷易 中臺科大
李柏森 中山大學 張新榆 中臺科大

I1 J1

【10】10:10-2 【48】15:05-6 【11】10:10-3 【49】15:05-7

I J

【29】12:30-8 【30】12:45-1

I2 I3 J2 J3

梁明訓 空軍官校 王華定 逢甲大學 張晉倫 清華大學 張樺辰 逢甲大學
陳名雋 空軍官校 吳冠霖 逢甲大學 廖國艮 清華大學 沈育群 逢甲大學

陳泓達 僑光科大 李王崇慎 輔仁大學 劉峻豪 明新科大
楊子魁 僑光科大 籃紹恩 輔仁大學 周範豪 明新科大

K1 L1 【32】12:45-3 L3

15:25-1 15:25-2
【51】 L 【52】

【12】10:10-4 【50】15:05-8 【13】10:10-5 【14】10:10-6

K

【31】12:45-2 【33】12:45-4

K2 K3 L2 L4

楊謙君 臺北科大 鄭元翔 勤益科大 盧力渝 勤益科大 許傑祐 長庚大學
吳宇澤 臺北科大 劉丞昕 勤益科大 賴帛威 勤益科大 高大可 長庚大學

吳宥徵 長庚大學 顏廷宇 成功大學
簡明山 長庚大學 王齊碩 成功大學

M1 N1

【15】10:10-7 【53】15:25-3 【16】10:10-8 【54】15:25-4

M N

【34】12:45-5 【35】12:45-6

M2 M3 N2 N3

劉殷郡 屏東大學 李凡邑 中興大學 林立仁 空軍官校 王泓皓 彰化師大
吳存濬 屏東大學 林佳潁 中興大學 林彥凱 空軍官校 陳奕仲 彰化師大

黃科甯 彰化師大 吳佾叡 輔英科大
蕭詠仁 彰化師大 呂紘勳 輔英科大

O1 P1

【17】10:25-1 【55】15:25-5 【18】10:25-2 【56】15:25-6

O P

【36】12:45-7 【37】12:45-8

O2 O3 P2 P3

楊子縉 僑光科大 黃祿祐 高醫大學 林敬庭 高醫大學 賴佳宏 空軍官校
吳嘉文 僑光科大 黃冠瀚 高醫大學 蘇暐智 高醫大學 鄒易言 空軍官校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雙打 共53籤

共75場,取8名

預賽:9/24 葉資君 屏東科大
蔣富洋 屏東科大

Q1

【19】10:25-3 【57】15:25-7

Q

【38】13:05-1

Q2 Q3

賴柏廷 中原大學 林彥均 長庚大學
韓孟勳 中原大學 胡開雲 長庚大學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子雙打 共53籤

共75場,取8名

決賽:日期:9/25  D,L組取2名,其餘各分組取 1 名單淘汰賽
Round 1 Round of 16 Quarter Finals Semi Finals Final Champion

A

【61】08:45-8

B

【69】10:00-3

C

【62】09:00-5

D冠

【73】10:40-1

E

【63】09:00-6

F

【70】10:00-4

G

H 【64】09:20-1

【58】08:30-5 Champion

L亞

【75】11:20-1

D亞

【59】08:30-6

I

【65】09:20-3

J

【71】10:00-5

L

【66】09:00-7

L冠

【74】10:40-2

M

【60】08:30-7

N

【67】09:20-2

O

P 【71】10:00-5

【68】09:00-8

Q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女子雙打 共25籤

共35場,取8名

預賽:9/24 郭又寧 彰化師大 葉信妤 臺北醫大
劉家甄 彰化師大 李庭昀 臺北醫大

A1 B1

【1】09:15-8 【19】14:30-4 【2】09:35-1 【20】14:30-5

A B

【10】11:55-6 【11】11:55-7

A2 A3 B2 B3

陳姵蓉 臺灣師大 李奕萱 長庚大學 邱翊榛 陽明交大 曾品珊 清華大學
郭昱廷 臺灣師大 黃欣慈 長庚大學 呂俐萱 陽明交大 蔡𡟄仙 清華大學

高毓君 中山大學 涂嘉涵 屏東大學 陳靖雯 成功大學
賴佳莘 中山大學 林芝群 屏東大學 李千謙 成功大學

C1 D1 【13】12:10-1 D3

14:30-7 14:30-8
【22】 D 【23】

【3】09:35-2 【21】14:30-6 【4】09:35-3 【5】09:35-4

C

【12】11:55-8 【14】12:10-2

C2 C3 D2 D4

葉予宣 清華大學 陳思穎 彰化師大 陳彥穎 臺北醫大 劉佩佳 陽明交大
林鈺芳 清華大學 廖容瑩 彰化師大 楊采庭 臺北醫大 鄭子彤 陽明交大

黃薇錡 屏東大學 方奕婷 屏東大學
劉千瑜 屏東大學 劉臻 屏東大學

E1 F1

【6】09:35-5 【24】14:50-1 【7】09:35-6 【25】14:50-2

E F

【15】12:10-3 【16】12:10-4

E2 E3 F2 F3

黃怡瑄 中山大學 陳瑱 陽明交大 潘雅玲 長庚大學 黎姿含 臺灣師大
廖嘉千 中山大學 張琴侑 陽明交大 蘇語涵 長庚大學 黃子庭 臺灣師大

黃以晴 臺南大學 陳文琦 臺北科大
葉沛嫻 臺南大學 高若瑜 臺北科大

G1 H1

【8】09:35-7 【26】14:50-3 【9】09:35-8 【27】14:50-4

G H

【17】12:10-5 【18】12:10-6

G2 G3 H2 H3

潘苡瑄 輔英科大 駱祖君 長庚大學 彭邵琪 中山大學 林憙愛 中興大學
周莉秦 輔英科大 謝欣蓓 長庚大學 陳湘評 中山大學 莊宇鳳 中興大學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女子雙打 共25籤

共35場,取8名

決賽:日期:9/25  D組取2名,其餘各分組取 1 名單淘汰賽

Round 1 Round 2 Semi Finals Final Champion

A

【29】09:40-7

B

【33】10:20-7

C

【30】09:40-8

D冠

【35】11:00-3 冠軍：

D亞

【28】08:45-7

Ｅ

【31】10:00-1

F

【34】10:20-8

G

 

【32】10:00-2

H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女混雙 共31籤

共43場,取8名

預賽:9/24 黃炳逢 成功大學 蕭博文 屏東大學 高若瑜 臺北科大
李千謙 成功大學 郭逸芸 屏東大學 高敬堯 臺北科大

A1 B1 【13】10:45-8 B3

13:20-6 13:20-7
【24】 B 【25】

【1】08:30-1 【23】13:20-5 【2】08:30-2 【3】08:30-3

A

【12】10:45-7 【14】11:00-1

A2 A3 B2 B4

黃科甯 彰化師大 蘇欣美 陽明交大 楊博雯 僑光科大 吳冠霖 逢甲大學
陳思穎 彰化師大 李翰存 陽明交大 楊子魁 僑光科大 李倩鈺 逢甲大學

陳冠舟 臺南大學 陳昱伶 臺北藝大
吳宛穎 臺南大學 李奇書 臺北藝大

C1 D1

【4】08:30-4 【26】13:20-8 【5】08:30-5 【27】13:40-1

C D

【15】11:00-2 【16】11:00-3

C2 C3 D2 D3

余承翰 清華大學 朱芸瑩 空軍官校 林家旗 僑光科大 林彥均 長庚大學
林鈺芳 清華大學 鄒易言 空軍官校 楊子縉 僑光科大 沈欣儒 長庚大學

許恆瑜 臺灣師大 蔡𡟄仙 清華大學
陳姵蓉 臺灣師大 曹立元 清華大學

E1 F1

【6】08:30-6 【28】13:40-2 【7】08:30-7 【29】13:40-3

E F

【17】11:00-4 【18】11:00-5

E2 E3 F2 F3

黃祿祐 高醫大學 葉予宣 清華大學 游竣文 中原大學 吳宜哲 海洋大學
王惟欣 高醫大學 伍柏宇 清華大學 郭彥妮 中原大學 陳佳妤 海洋大學

林柏辰 中正大學 吳建寰 屏東大學
羅宥婷 中正大學 方奕婷 屏東大學

G1 H1

【8】08:30-8 【30】13:40-4 【9】08:45-1 【31】13:40-5

G H

【19】11:00-6 【20】11:00-7

G2 G3 H2 H3

胡開雲 長庚大學 張樺辰 逢甲大學 林湘芸 臺北商大 蕭詠仁 彰化師大
謝欣蓓 長庚大學 陳郁屏 逢甲大學 郭芝達 臺北商大 廖容瑩 彰化師大



2022全國大專校院羽球排名積分賽-中興大學站 男女混雙 共31籤

共43場,取8名

預賽:9/24 梁芷瑄 勤益科大 顏廷宇 成功大學
溫士緯 勤益科大 陳靖雯 成功大學

I1 J1

【10】08:45-2 【32】13:40-6 【11】08:45-3 【33】13:40-7

I J

【21】11:00-8 【22】11:20-1

I2 I3 J2 J3

王齊碩 成功大學 李承恩 臺南大學 李振瑋 明新科大 陳佳淇 長庚大學
黃稚芸 成功大學 黃以晴 臺南大學 古家芸 明新科大 楊凱翔 長庚大學

決賽:日期:9/25  B組取2名,其餘各分組取 1 名單淘汰賽

Round 1 Round 2 Semi Finals Final Champion

A

 

【37】09:20-7

B冠

【41】10:20-3

C

【38】09:20-8

D

【34】08:30-8

E

【43】11:00-1 冠軍：

B亞

【35】08:45-1

F

【39】09:40-1

G

【42】10:20-4

H

【36】08:45-2

I

【40】09:40-2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