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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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單打 女子單打 男子雙打 女子雙打 混合雙打

參賽人數 97 人 57 人 64 組 46 組 45 組

晉級名額 15.36 → 15 人 16.28 → 16 人 7.87 → 8 組 8.86 → 9 組 7.82 → 8 組

參賽人數 51 人 35 人 35 組 23 組 28 組

晉級名額 8.07 → 8 人 10 → 10 人 4.30 → 4 組 4.43 → 4 組 4.86 → 5 組

參賽人數 54 人 20 人 31 組 14 組 19 組

晉級名額 8.55 → 9 人 5.71 → 6 人 3.81 → 4 組 2.69 → 3 組 3.30 → 3 組

參賽人數 202 人 112 人 130 組 83 組 92 組

晉級名額 32 人 32 人 16 組 16 組 16 組

中華民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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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中區

南區

男 子 團 體 女 子 團 體

24+1 隊（地主） 15+1 隊（地主）

4.31 → 4 隊

9 隊

3.85 → 4 隊

11 隊

4.71 → 5 隊

5.45 → 6 隊＋1 隊 6.42 → 6 隊 ＋1 隊

23 隊

5.22 → 5 隊

19 隊

南區

總計

66 ＋1 隊（地主）

15 隊＋1 隊（地主）

35 ＋1 隊（地主）

15 隊＋1 隊（地主）

北區

中區

總計



一、賽程統計表 :

組    別 項   目 參加隊數 比賽場數 總        計

男子團體組 19 隊 48 場

女子團體組 11 隊 22 場

合    計 32 隊 70 場

男 子 單 打 54 人 65 場

女 子 單 打 20 人 24 場

男 子 雙 打 31 組 35 場

女 子 雙 打 14 組 18 場

混 合 雙 打 19 組 23 場

合    計 138 人(組) 165 場

二、說明 :

 循環/淘汰賽

種子 輪空    場次

↓ ↓    ↓

(★1) Bye 【1】

[1]

三、使用時間、場地統計表：

日        期 3月17日 3月18日 3月19日

08:30 08:30 08:30

↓ ↓ ↓

19:30 17:00 14:30

8 8 8

面 面 面

團        體 28 26 16

個        人 82 44 39

110 70 55

場 場 場

中華民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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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年 3 月 17 日 至 3月 19 日

地  點 :  中  山  大  學  體  育  館

團體組

235 場

個人組

總        計 235 場

3/17     08:00     (1)

           ↑      ↑      ↑

           日期      時間   場地

使用時間

使用場地

合        計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30 男單1 男單2 男單3 男單4 男單5 男單6 男單7 男單8

09:00 男單9 男單10 男單11 男單12 男單13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09:30 男單17 男單18 男單19 男單20 男單21 男單22

10:00

10:30

11:00

11:30 男單23 男單24 男單25 男單26 男單27

12:00 男單28 男單29 男單30 男單31 男單32

12:30 男單33 男單34 男單35 男單36 男單37

13:00 男單38 女單1 女單2 女單3 女單4

13:30

14:00

14:30

15:00 混雙1 混雙2 混雙3

15:30

16:00 男雙1 男雙2

16:30 男雙3 男雙4

17:00 男雙5 男雙6

17:30 男雙7 男雙8

18:00 男雙9 男雙10 男雙11 男雙12 男雙13 男雙14 男雙15

18:30 女單5 女單6 女單7 女單8 女單9 女單10 女單11 女單12

19:00 男單39 男單40 男單41 男單42 男單43 男單44 男單45 男單46

19:30 女雙1 女雙2 女雙3 女雙4 女雙5 女雙6

男團'15-18 男團'17-19

女團4-5 女團'7-8 女團'10-11

男團'1-4 男團'2-3 男團5-8 男團7-9 男團'10-13

女團3-5 女團6-8 女團'9-11

男團'18-19

男團'12-14

男團'6-7 男團'8-9 男團11-12 男團'13-14 男團16-17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7日

團體賽：28 場 個人賽：82場

男團'1-3 男團'2-4 男團'5-9 男團'6-8 男團'10-14 男團'11-13 男團'15-19 男團'16-18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30 混雙4 混雙5 混雙6 混雙7 混雙8 混雙9 混雙10 混雙11

09:00

09:30

10:00

10:30 男單47 男單48 男單49 男單50

11:00 女單13 女單14 女單15 女單16

11:30 男雙16 男雙17 男雙18 男雙19

12:00 男雙20 男雙21

12:30 男雙22 男雙23

13:00

13:30 混雙12 混雙13 混雙14 混雙15

14:00

14:30

15:00 男雙24 男雙25 男雙26 男雙27 女雙7 女雙8 女雙9 女雙10

15:30

16:00 男單51 男單52 男單53 男單54

16:30

17:00 混雙16 混雙17 混雙18 混雙19

女團#1 女團#2 女團#3 女團#4

男團'#1 男團'#2 男團'#3 男團'#4

男團17-18

男團15-17 男團16-19

女團'1-2 女團'3-4 女團6-7 女團'9-10

男團'5-6 男團'7-8 男團'10-11 男團12-13 男團'15-16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8日

團體賽：26 場 個人賽：44 場

男團1-2 男團3-4 男團'5-7 男團'6-9 男團'10-12 男團'11-14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08:30 混雙20 混雙21 混雙22 混雙23

09:00

09:30

10:00

10:30 男單55 男單56 男單57 男單58 男單59 男單60

11:00 女單17 女單18 女單19 女單20

11:30 男雙28 男雙29 男雙30 男雙31 女雙11 女雙12 女雙13 女雙14

12:00

12:30

13:00

13:30 男雙32 男雙33 男雙34 男雙35 女雙15 女雙16 女雙17 女雙18

14:00 女單21 女單22 女單23 女單24

14:30 男單61 男單62 男單63 男單64 男單65

女團#10 女團#11 女團#12男團'#9 男團#10 男團'#11 男團'#12 女團#9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南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19日

團體賽：16 場 個人賽：39 場

男團'#5 男團'#6 男團#7 男團'#8 女團#5 女團#6 女團#7 女團#8



男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3 4 積分 名次

1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3/18 09:00 (1) 3/17 10:00 (1) 3/17 13:30 (1)

2 (★8) 高雄醫學大學 3/18 09:00 (1) 3/17 13:30 (2) 3/17 10:00 (2)

3 國立屏東大學 3/17 10:00 (1) 3/17 13:30 (2) 3/18 09:00 (2)

4 國立中正大學 3/17 13:30 (1) 3/17 10:00 (2) 3/18 09:00 (2)

男乙團 -  B

編號 隊名 5 6 7 8 9 積分 名次

5 (★4) 空軍軍官學校 3/18 12:00 (1) 3/18 09:00 (3) 3/17 13:30 (3) 3/17 10:00 (3)

6 (★5) 國立嘉義大學 3/18 12:00 (1) 3/17 16:30 (1) 3/17 10:00 (4) 3/18 09:00 (4)

7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3/18 09:00 (3) 3/17 16:30 (1) 3/18 12:00 (2) 3/17 13:30 (4)

8 義守大學 3/17 13:30 (3) 3/17 10:00 (4) 3/18 12:00 (2) 3/17 16:30 (2)

9 國立高雄大學 3/17 10:00 (3) 3/18 09:00 (4) 3/17 13:30 (4) 3/17 16:30 (2)

男乙團 -  C

編號 隊名 10 11 12 13 14 積分 名次

10 (★3) 國立成功大學 3/18 12:00 (3) 3/18 09:00 (5) 3/17 13:30 (5) 3/17 10:00 (5)

11 (★6)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3/18 12:00 (3) 3/17 16:30 (3) 3/17 10:00 (6) 3/18 09:00 (6)

12 輔英科技大學 3/18 09:00 (5) 3/17 16:30 (3) 3/18 12:00 (4) 3/17 13:30 (6)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3/17 13:30 (5) 3/17 10:00 (6) 3/18 12:00 (4) 3/17 16:30 (4)

14 文藻外語大學 3/17 10:00 (5) 3/18 09:00 (6) 3/17 13:30 (6) 3/17 16:30 (4)

男乙團 -  D

編號 隊名 15 16 17 18 19 積分 名次

15 (★2) 長榮大學 3/18 12:00 (5) 3/18 09:00 (7) 3/17 13:30 (7) 3/17 10:00 (7)

16 (★7) 陸軍軍官學校 3/18 12:00 (5) 3/17 16:30 (5) 3/17 10:00 (8) 3/18 09:00 (8)

17 國立中山大學 3/18 09:00 (7) 3/17 16:30 (5) 3/18 12:00 (6) 3/17 13:30 (8)

18 國立臺東大學 3/17 13:30 (7) 3/17 10:00 (8) 3/18 12:00 (6) 3/17 16:30 (6)

1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17 10:00 (7) 3/18 09:00 (8) 3/17 13:30 (8) 3/17 16:30 (6)

1、南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19 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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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3/19 3/19 3/19

1 A1

【1】

2 15:30 (1)

【5】

3 B1 09:00 (1)

【2】

4 15:30 (2)

第三、四名 【11】 【12】 第一、二名

12:00 (3) 12:00 (4)

5

【3】

6 C1 15:30 (3)

【6】

7 09:00 (2)

【4】

8 D1 15:30 (4)

日期 3/19 3/19 3/19

#1敗

【7】

#2敗 09:00 (3)

第七、八名 【9】 【10】 第五、六名

12:00 (1) 12:00 (2)

#3敗

【8】

#4敗 09:00 (4)

1、南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19 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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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積分 名次

1 (★1) 國立成功大學 3/18 10:30 (1)

2 國立高雄大學 3/18 10:30 (1)

女乙團 -  B

編號 隊名 3 4 5 積分 名次

3 (★4) 國立屏東大學 3/18 10:30 (2) 3/17 11:30 (1)

4 (★5) 國立中正大學 3/18 10:30 (2) 3/17 15:00 (1)

5 陸軍軍官學校 3/17 11:30 (1) 3/17 15:00 (1)

女乙團 -  C

編號 隊名 6 7 8 積分 名次

6 (★3) 國立中山大學 3/18 10:30 (3) 3/17 11:30 (2)

7 (★6) 高雄醫學大學 3/18 10:30 (3) 3/17 15:00 (2)

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3/17 11:30 (2) 3/17 15:00 (2)

女乙團 -  D

編號 隊名 9 10 11 積分 名次

9 (★2) 國立嘉義大學 3/18 10:30 (4) 3/17 11:30 (3)

10 (★7) 文藻外語大學 3/18 10:30 (4) 3/17 15:00 (3)

1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3/17 11:30 (3) 3/17 15:00 (3)

2、 南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 11 隊， 22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 5 前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4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女團體

日期 3/18 3/19 3/19 3/19

1 A1

【1】

2 13:30 (1)

【5】

3 B1 09:00 (5)

【2】

4 13:30 (2)

第三、四名 【11】 【12】 第一、二名

12:00 (7) 12:00 (8)

5

【3】

6 C1 13:30 (3)

【6】

7 09:00 (6)

【4】

8 D1 13:30 (4)

日期 3/19 3/19 3/19

#1敗

【7】

#2敗 09:00 (7)

第七、八名 【9】 【10】 第五、六名

12:00 (5) 12:00 (6)

#3敗

【8】

#4敗 09: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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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南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 11 隊， 18 場，錄取前 8 名頒獎，取 5 前名參加會內賽。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3、一般男生組單打：54組，6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9名參加會內賽。

3-1

日期 3/17 3/17 3/17 3/18
1 [1] 長榮大學 陳正軒

2 Bye
【23】

3 國立臺南大學 熊陞宇 11:30 (4)
【1】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沈韋佑 08:30 (1)
【39】

5 義守大學 沈辰鴻 19:00 (1)

6 Bye
【24】

7 陸軍軍官學校 蕭宇傑 11:30 (5)
【2】

8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張載欣 08:30 (2)
【47】 還有比賽

9 國立成功大學 許哲斐 10:30 (5)

10 Bye
【25】

11 空軍軍官學校 蔡坤霖 11:30 (6)
【3】

12 樹德科技大學 朱倧成 08:30 (3)
【40】

13 國立中山大學 蘇宥榕 19:00 (2)
【4】

14 嘉南藥理大學 吳志彬 08:30 (4)
【26】

15 國立嘉義大學 林凱謚 11:30 (7)
【5】

16 正修科技大學 吳劼倫 08:30 (5)

17 [4] 國立屏東大學 劉殷郡

18 Bye
【27】

19 海軍軍官學校 王辰陽 11:30 (8)
【6】

20 國立臺南大學 葉智誼 08:30 (6)
【41】

21 國立成功大學 唐瑋良 19:00 (3)
【7】

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蔣富洋 08:30 (7)
【28】

23 嘉南藥理大學 蕭仁傑 12:00 (4)
【8】

24 國立中正大學 蘇家慶 08:30 (8)
【48】 還有比賽

25 [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陳家平 10:30 (6)

26 Bye
【29】

2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鄭富桐 12:00 (5)
【9】

28 高苑科技大學 陳晉葦 09:00 (1)
【42】

2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林大順 19:00 (4)
【10】

30 國立嘉義大學 林鈺澤 09:00 (2)
【30】

3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劉得安 12:00 (6)
【11】

32 國立臺東大學 楊舜傑 09:00 (3)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3、一般男生組單打：54組，6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9名參加會內賽。

3-2

日期 3/17 3/17 3/17 3/18
3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唐濬珅

【12】
34 美和科技大學 楊舜名 09:00 (4)

【31】
3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資君 12:00 (7)

【13】
36 國立成功大學 陳廷睿 09:00 (5)

【43】
37 國立中山大學 維克爾 19:00 (5)

【14】
38 義守大學 蘇守訓 09:00 (6)

【32】
39 Bye 12:00 (8)

40 [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謝信文
【49】 還有比賽

41 海軍軍官學校 呂威璉 10:30 (7)
【15】

42 國立臺東大學 葉哲呈 09:00 (7)
【33】

43 國立中正大學 龔鈺閎 12:30 (4)
【16】

44 樹德科技大學 蘇子丰 09:00 (8)
【44】

45 正修科技大學 林子翔 19:00 (6)
【17】

46 陸軍軍官學校 向哲立 09:30 (1)
【34】

47 Bye 12:30 (5)

48 [3] 國立屏東大學 吳存濬

4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倉煜
【18】

5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蘇逸恆 09:30 (2)
【35】

51 國立嘉義大學 鄭宇昇 12:30 (6)
【19】

52 海軍軍官學校 黃翊安 09:30 (3)
【45】

53 國立臺南大學 陳冠舟 19:00 (7)
【20】

54 國立中山大學 鄭宗韜 09:30 (4)
【36】

55 Bye 12:30 (7)

56 國立中正大學 丁鈺展
【50】 還有比賽

57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黃晨恩 10:30 (8)
【21】

5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蘇冠維 09:30 (5)
【37】

59 Bye 12:30 (8)

60 國立屏東大學 康斌霆
【46】

61 高苑科技大學 鄭天宏 19:00 (8)
【22】

62 陸軍軍官學校 曾振宏 09:30 (6)
【38】

63 Bye 13:00 (4)

64 [2] 嘉南藥理大學 侯昱任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3、一般男生組單打：54組，6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9名參加會內賽。

3-3

一般男單可參加會內賽 ：另外增加錄取第 9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8 3/19 3/19

【51】

16:00 (5)

【55】

10:30 (1)

【52】

16:00 (6)

【61】 第 九 名

14:30 (1)

【53】

16:00 (7)

【56】

10:30 (2)

【54】

16:00 (8)

一般男單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並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9 3/19 3/19

【57】

10:30 (3)

第七、八名 【62】 【63】 第五、六名

14:30 (2) 14:30 (3)

【58】

10:30 (4)

【59】

10:30 (5)

第三、四名 【64】 【65】 第一、二名

14:30 (4) 14:30 (5)

【60】

10:30 (6)

【46】敗

【49】勝

【50】勝

【48】勝

【50】敗

【47】勝

【49】敗

【47】敗

【48】敗

【43】敗

【44】敗

【45】敗

【42】敗

【39】敗

【40】敗

【41】敗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4、一般女生組單打：20組，24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6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17 3/17 3/18
1 [1] 國立中正大學 羅宥婷

2 Bye
【5】

3 長榮大學 蘇佩淇 18:30 (1)

4 Bye
【13】 還有比賽

5 義守大學 鄭倚羚 11:00 (5)

6 Bye
【6】

7 國立中山大學 賴佳莘 18:30 (2)
【1】

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思辰 13:00 (5)

9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李佳雯

10 Bye
【7】

1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吳意星 18:30 (3)

12 Bye
【14】 還有比賽

13 輔英科技大學 周莉秦 11:00 (6)

14 Bye
【8】

15 空軍軍官學校 朱芸瑩 18:30 (4)
【2】

16 國立成功大學 程鈴淯 13:00 (6)

17 國立中正大學 陳心慧
【3】

18 空軍軍官學校 吳柔霆 13:00 (7)
【9】

19 Bye 18:30 (5)

20 國立成功大學 張瑀涵
【15】 還有比賽

21 Bye 11:00 (7)

22 輔英科技大學 李愛丁
【10】

23 Bye 18:30 (6)

24 國立中山大學 堀內綾乃

25 海軍軍官學校 古晏慈
【4】

26 輔英科技大學 黃姿郡 13:00 (8)
【11】

27 Bye 18:30 (7)

28 國立臺東大學 葉沛妤
【16】 還有比賽

29 Bye 11:00 (8)

3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張詩穎
【12】

31 Bye 18:30 (8)

32 [2] 義守大學 陳榆柔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4、一般女生組單打：20組，24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6名參加會內賽。

2-2

一般女單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取前6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9 3/19 3/19

【17】

11:00 (1)

第七、八名 【21】 【22】 第五、六名

14:00 (1) 14:00 (2)

【18】

11:00 (2)

【19】

11:00 (3)

第三、四名 【23】 【24】 第一、二名

14:00 (3) 14:00 (4)

【20】

11:00 (4)

【15】敗

【15】勝

【16】勝

【16】敗

【13】勝

【14】勝

【13】敗

【14】敗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5、一般男生組雙打：31組，3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17 3/18 3/18
1 國立中正大學 吳甫陞 / 沈謙

2 Bye
【16】

3 正修科技大學 林子翔 / 蔡文豪 11:30 (5)
【1】

4 國立成功大學 劉宏昱 / 蔡玉堃 16:00 (7)
【24】 還有比賽

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鄭暐哲 / 邱致維 15:00 (1)
【2】

6 國立臺東大學 楊舜傑 / 廖承恩 16:00 (8)
【17】

7 嘉南藥理大學 劉智仁 / 賴語謙 11:30 (6)
【3】

8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黃宥嘉 / 涂昱凱 16:30 (7)

9 國立屏東大學 吳存濬 / 康斌霆
【4】

10 國立臺南大學 吳定昌 / 潘昱宏 16:30 (8)
【18】

11 長榮大學 李尚鵬 / 林士涵 11:30 (7)
【5】

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黃中 / 江子杰 17:00 (7)
【25】 還有比賽

13 輔英科技大學 楊程凱 / 蘇承淯 15:00 (2)
【6】

1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林忠頡 / 趙柏畯 17:00 (8)
【19】

15 海軍軍官學校 王辰陽 / 蔡棠勝 11:30 (8)
【7】

16 國立嘉義大學 黃楷祐 / 蘇浚又 17:30 (7)

1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林哲辰 / 陳畇翔
【8】

18 國立臺東大學 葉哲呈 / 曹弘儒 17:30 (8)
【20】

19 國立成功大學 吳承恩 / 施尚甫 12:00 (7)
【9】

20 嘉南藥理大學 張鎧麟 / 胡博楊 18:00 (1)
【26】 還有比賽

2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謝信文 / 林大順 15:00 (3)
【10】

22 國立中山大學 戴良運 / 楊皓翔 18:00 (2)
【21】

23 國立嘉義大學 吳柏翰 / 蔡鈺礽 12:00 (8)
【11】

24 國立臺南大學 熊陞宇 / 葉智誼 18:00 (3)

25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劉威宏 / 陳宇軒
【12】

26 海軍軍官學校 張勻訓 / 郭建勳 18:00 (4)
【22】

27 義守大學 沈辰鴻 / 陳俊瑋 12:30 (7)
【13】

2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資君 / 李昀桐 18:00 (5)
【27】 還有比賽

29 國立中正大學 林柏辰 / 林智堂 15:00 (4)
【14】

30 國立屏東大學 劉殷郡 / 黃哲毅 18:00 (6)
【23】

3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鄭明翰 / 莊立盟 12:30 (8)
【15】

32 正修科技大學 余正傑 / 何書齊 18:00 (7)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5、一般男生組雙打：31組，3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2-2

一般男雙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取前4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9 3/19 3/19

【28】

11:30 (1)

第七、八名 【32】 【33】 第五、六名

13:30 (1) 13:30 (2)

【29】

11:30 (2)

【30】

11:30 (3)

第三、四名 【34】 【35】 第一、二名

13:30 (3) 13:30 (4)

【31】

11:30 (4)

【26】勝

【27】勝

【27】敗

【24】勝

【25】勝

【26】敗

【24】敗

【25】敗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7、一般混合組雙打：19組，23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3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17 3/18 3/18
1 [1] 長榮大學 潘盈霖 / 陳正軒

2 Bye
【4】

3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魏妤璇 / 陳宇軒 08:30 (1)

4 Bye
【12】 還有比賽

5 國立中正大學 陳心慧 / 沈謙 13:30 (5)

6 Bye
【5】

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賴玫亘 / 林倉煜 08:30 (2)

8 Bye

9 國立臺東大學 李姿宜 / 廖承恩

10 Bye
【6】

11 輔英科技大學 潘苡瑄 / 蘇承淯 08:30 (3)

12 Bye
【13】 還有比賽

13 國立臺南大學 吳宛穎 / 陳冠舟 13:30 (6)

14 Bye
【7】

1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吳意星 / 王子維 08:30 (4)
【1】

16 國立成功大學 李宇恩 / 陳芃 15:00 (6)

17 樹德科技大學 黃聖婷 / 朱倧成
【2】

18 海軍軍官學校 古晏慈 / 蔡棠勝 15:00 (7)
【8】

19 Bye 08:30 (5)

20 長榮大學 翁銣鴻 / 林士涵
【14】 還有比賽

21 Bye 13:30 (7)

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黃品嘉 / 蔣富洋
【9】

23 Bye 08:30 (6)

24 國立臺東大學 李嘉容 / 游明學

25 輔英科技大學 鍾婷庭 / 楊程凱
【3】

26 國立臺南大學 黃以晴 / 潘昱宏 15:00 (8)
【10】

27 Bye 08:30 (7)

28 國立成功大學 張瑀涵 / 郭祐廷
【15】 還有比賽

29 Bye 13:30 (8)

30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王羚 / 張詠傑
【11】

31 Bye 08:30 (8)

32 [2] 國立中正大學 羅宥婷 / 林柏辰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7、一般混合組雙打：19組，23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3名參加會內賽。

2-2

一般混雙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取前3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8 3/19 3/19

【16】

17:00 (1)

第七、八名 【20】 【21】 第五、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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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00 (2)

【18】

17:00 (3)

第三、四名 【22】 【23】 第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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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7:00 (4)

【14】勝

【15】勝

【15】敗

【12】勝

【13】勝

【14】敗

【12】敗

【13】敗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6、一般女生組雙打：14組，18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3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17 3/18

1 [1] 輔英科技大學 周莉秦 / 潘苡瑄

2 Bye

【7】 還有比賽

3 陸軍軍官學校 王芊評 / 陳姿蓉 15:00 (5)

【1】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思辰 / 賴玫亘 19:30 (1)

5 國立成功大學 程鈴淯 / 陳禹彤

【2】

6 國立臺南大學 潘姵文 / 宋婕柔 19:30 (2)

【8】 還有比賽

7 國立中山大學 賴佳莘 / 高毓君 15:00 (6)

【3】

8 國立臺東大學 李恩滋 / 李姿宜 19:30 (3)

9 [3] 長榮大學 翁銣鴻 / 潘盈霖

【4】

10 國立臺南大學 吳宛穎 / 黃以晴 19:30 (4)

【9】 還有比賽

11 國立臺東大學 葉沛妤 / 李嘉容 15:00 (7)

【5】

12 國立成功大學 王歆婕 / 阮氏雪 19:30 (5)

13 輔英科技大學 黃姿郡 / 鍾婷庭

【6】

14 陸軍軍官學校 楊昀靜 / 曾宜君 19:30 (6)

【10】 還有比賽

15 Bye 15:00 (8)

16 [2] 義守大學 陳榆柔 / 鄭倚羚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南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6、一般女生組雙打：14組，18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3名參加會內賽。

2-2

一般女雙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取前3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19 3/19 3/19

【11】

11:30 (5)

第七、八名 【15】 【16】 第五、六名

13:30 (5) 13:30 (6)

【12】

11:30 (6)

【13】

11:30 (7)

第三、四名 【17】 【18】 第一、二名

13:30 (7) 13:30 (8)

【14】

11:30 (8)

【9】勝

【10】勝

【10】敗

【7】勝

【8】勝

【9】敗

【7】敗

【8】敗



團體組：

男子團體 取前4名

女子團體 取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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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組：

項目 會內賽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組中區羽球資格賽成績表

時  間 :  112 年 3 月 17 日 至 3 月 19 日

地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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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單打 取前9名

女子單打 取前6名

男子雙打 取前4名

女子雙打 取前3名

取前9名

混合雙打 取前3名

  可參加會內賽名單。

第九至十名

男子單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