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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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單9 男單10

09:00 男單11 男單12 男單13 男單14 男單15 男單16 男單17 男單18 男單19

09:30 女單1 女單2 女單3

10:00 男雙1 男雙2 男雙3

10:30

11:00 女雙1 女雙2 女雙3 女雙4 女雙5 女雙6

11:30 女雙7 男單20 男單21 男單22 男單23 男單24

12:00 男單25 男單26 男單27 男單28 男單29 男單30

12:30 男單31 男單32 男單33

13:00 男單34 男單35 女單4

13:30 女單5 女單6 女單7

14:00 女團''1-3 女團''2-4 女團''5-9 女團''7-8 女單8 女單9 女單10 女單11 女單12 女單13

14:30 女單14 女單15 女單16 女單17 女單18 女單19

15:00 男雙4 男雙5 男雙6 男雙7 男雙8 男雙9

15:30 男雙10 男雙11 男雙12

16:00 男雙13 男雙14 男雙15

16:30 男雙16 男雙17 男雙18

17:00 男雙19 女雙8 女雙9 女雙10 女雙11 女雙12 女雙13 女雙14 女雙15

17:30 混雙1 混雙2 混雙3 混雙4 混雙5 混雙6 混雙7 混雙8 混雙9

18:00 混雙10 混雙11 混雙12

女團''6-8

'男團22-23

男團'3-5 男團'6-8 男團'9-11 男團'12-14 男團'15-17 男團'18-20 '男團21-23

男團'4-5 '男團7-8 男團'10-11 '男團13-14 男團'16-17

女團'1-4 女團''2-3 女團''5-8 女團''6-7

男團'19-20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21日

團體賽：30 場 個人賽：100 場

男團'3-4 男團'6-7 男團'9-10 男團'12-13 '男團15-16 男團'18-19 男團'21-22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08:30 混雙13 混雙14 混雙15 混雙16 混雙17 混雙18 混雙19 混雙20

09:00

09:30 女雙16 女雙17 女雙18 女雙19

10:00

10:30 男單36 男單37 男單38 男單39 男單40 男單41 男單42 男單43

11:00 女單20 女單21 女單22 女單23 女單24 女單25 女單26 女單27

11:30 男雙20 男雙21 男雙22 男雙23 男雙24 男雙25 男雙26 男雙27

12:00

12:30

13:00

13:30 男單44 男單45 男單46 男單47 女單28 女單29 女單30 女單31

14:00 混雙21 混雙22 混雙23 混雙24

14:30 女雙20 女雙21 女雙22 女雙23 男雙28 男雙29 男雙30 男雙31

15:00

15:30 混雙25 混雙26 混雙27 混雙28

16:00

16:30 女單32 女單33 女單34 女單35 女單38 女單39 女單40 女單41

17:00 男單48 男單49 男單50 男單51

男團'#7 男團'#8 女團'5-7 '女團6-9

男團#9 男團#10 男團#11 男團#12 女團'8-9

男團'#1 男團'#2 男團'#3 男團'#4 男團'#5 男團'#6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22日

團體賽：20場 個人賽：72 場

男團'1-2 女團'1-2 女團'3-4 女團'5-6 女團'7-9



日期

場數

場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08:30 男雙32 男雙33 男雙34 男雙35 女單36 女單37

09:00

09:30

10:00

10:30 女雙24 女雙25 女雙26 女雙27 男雙36 男雙37 男雙38 男雙39

11:00 男單52 男單53 男單54 男單55 女單42 女單43 女單44 女單45

11:30

12:00

12:30

13:00 混雙29 混雙30 混雙31 混雙32

女團#6 女團#7 女團#8男團#17 男團#18 男團#19 男團#20 女團#5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羽球資格賽總賽程表

3月23日

團體賽：16 場 個人賽：26 場

男團'#13 男團'#14 男團'#15 男團'#16 女團#1 女團#2 女團#3 女團#4



男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積分 名次

1 (★1) 國立清華大學 3/22 09:00 (1)

2 靜宜大學 3/22 09:00 (1)

男乙團 -  B

編號 隊名 3 4 5 積分 名次

3 (★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21 09:30 (1) 3/21 15:30 (1)

4 亞洲大學 3/21 09:30 (1) 3/21 12:30 (1)

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3/21 15:30 (1) 3/21 12:30 (1)

男乙團 -  C

編號 隊名 6 7 8 積分 名次

6 (★4) 國立中興大學 3/21 09:30 (2) 3/21 15:30 (2)

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21 09:30 (2) 3/21 12:30 (2)

8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3/21 15:30 (2) 3/21 12:30 (2)

男乙團 -  D

編號 隊名 9 10 11 積分 名次

9 (★5) 逢甲大學 3/21 09:30 (3) 3/21 15:30 (3)

1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21 09:30 (3) 3/21 12:30 (3)

11 弘光科技大學 3/21 15:30 (3) 3/21 12:30 (3)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 23 隊，42 場 ，中區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8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男團體

男乙團 -  E

編號 隊名 12 13 14 積分 名次

12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21 09:30 (4) 3/21 15:30 (4)

13 中臺科技大學 3/21 09:30 (4) 3/21 12:30 (4)

14 東海大學 3/21 15:30 (4) 3/21 12:30 (4)

男乙團 -  F

編號 隊名 15 16 17 積分 名次

15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3/21 09:30 (5) 3/21 15:30 (5)

16 中山醫學大學 3/21 09:30 (5) 3/21 12:30 (5)

17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21 15:30 (5) 3/21 12:30 (5)

男乙團 -  G

編號 隊名 18 19 20 積分 名次

18 (★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21 09:30 (6) 3/21 15:30 (6)

19 國立聯合大學 3/21 09:30 (6) 3/21 12:30 (6)

20 朝陽科技大學 3/21 15:30 (6) 3/21 12:30 (6)

男乙團 -  H

編號 隊名 21 22 23 積分 名次

21 (★2) 僑光科技大學 3/21 09:30 (7) 3/21 15:30 (7)

22 中華大學 3/21 09:30 (7) 3/21 12:30 (7)

23 中國醫藥大學 3/21 15:30 (7) 3/21 12:30 (7)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 23 隊，42 場 ，中區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8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決賽：

日期 3/22 3/22 3/23 3/23 3/23

1 A1

【1】
2 12:00 (1)

【9】
3 B1 15:00 (1)

【2】
4 12:00 (2)

【13】
5 C1 09:00 (1)

【3】
6 12:00 (3)

【10】
7 D1 15:00 (2)

【4】
8 12:00 (4)

第三、四名 【19】 【20】 第一、二名

9 11:30 (3) 11:30 (4)

【5】
10 E1 12:00 (5)

【11】
11 15:00 (3)

【6】
12 F1 12:00 (6)

【14】
13 09:00 (2)

【7】
14 G1 12:00 (7)

【12】
15 15:00 (4)

【8】
16 H1 12:00 (8)

日期 3/23 3/23 3/23

#9 敗

【15】

#10 敗 09:00 (3)

第七、八名 【17】 【18】 第五、六名

11:30 (1) 11:30 (2)

#11 敗

【16】

#12 敗 09:00 (4)

1、 中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 23 隊，42 場 ，中區錄取前 8 名頒獎，取前 5 名參加會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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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團體

女乙團 -  A

編號 隊名 1 2 3 4 積分 名次

1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3/22 09:00 (2) 3/21 14:00 (1) 3/21 11:00 (1)

2 (★4)  中國醫藥大學 3/22 09:00 (2) 3/21 11:00 (2) 3/21 14:00 (2)

3 (★5)  逢甲大學 3/21 14:00 (1) 3/21 11:00 (2) 3/22 09:00 (3)

4 中山醫學大學 3/21 11:00 (1) 3/21 14:00 (2) 3/22 09:00 (3)

女乙團 -  B

編號 隊名 5 6 7 8 9 積分 名次

5 (★2)  國立清華大學 3/22 09:00 (4) 3/22 12:00 (9) 3/21 11:00 (3) 3/21 14:00 (3)

6 (★3)  國立中興大學 3/22 09:00 (4) 3/21 11:00 (4) 3/21 17:00 (1) 3/22 12:00 (10)

7 (★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22 12:00 (9) 3/21 11:00 (4) 3/21 14:00 (4) 3/22 09:00 (5)

8 弘光科技大學 3/21 11:00 (3) 3/21 17:00 (1) 3/21 14:00 (4) 3/22 15:00 (5)

9 東海大學 3/21 14:00 (3) 3/22 12:00 (10) 3/22 09:00 (5) 3/22 15:00 (5)

日期 3/23 3/23 3/23

1 A1

【1】

2 B2 09:00 (5)

第三、四名 【7】 【8】 第一、二名

11:30 (7) 11:30 (8)

3 A2

【2】

4 B1 09:00 (6)

5 A3

【3】

6 B4 09:00 (7)

第七名 【5】 【6】 第五、六名

11:30 (5) 11:30 (6)

7 A4

【4】

8 B3 09:00 (8)

2、 中區一般女生組團體賽：9 隊，24 場，錄取前 7 名頒獎，取前 4 名參加會內賽。   

預賽：採分 2 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決賽：採單淘汰名位交叉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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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組，5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8名參加會內賽。

3-1

日期 3/21 3/21 3/22 3/22
1 [1] 大葉大學 林育蔚

2 Bye
【20】

3 朝陽科技大學 劉宥甫 11:30 (6)
【1】

4 亞洲大學 趙曜生 08:30 (1)
【36】

5 逢甲大學 陳璽安 10:30 (1)

6 Bye
【21】

7 國立清華大學 林澤宇 11:30 (7)
【2】

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蘇彥杰 08:30 (2)
【44】 還有比賽

9 中國醫藥大學 陳棨杭 13:30 (1)

10 Bye
【22】

11 靜宜大學 李潁洋 11:30 (8)
【3】

1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林律霆 08:30 (3)
【37】

13 中山醫學大學 林志宇 10:30 (2)

14 Bye
【23】

1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余沛修 11:30 (9)
【4】

16 中華大學 李奕勳 08:30 (4)

17 [4] 國立聯合大學 廖彥翔

18 Bye
【24】

19 弘光科技大學 霍少康 11:30 (10)
【5】

2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周育群 08:30 (5)
【38】

2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陳綺紳 10:30 (3)

22 Bye
【25】

23 修平科技大學 鄭宇翔 12:00 (5)
【6】

2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游昀達 08:30 (6)
【45】 還有比賽

2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傅韋誠 13:30 (2)

26 Bye
【26】

27 大葉大學 鄭嘉焯 12:00 (6)
【7】

28 東海大學 莊士賢 08:30 (7)
【39】

2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蔡家晨 10:30 (4)
【8】

3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張沅宸 08:30 (8)
【27】

31 朝陽科技大學 楊紹宏 12:00 (7)
【9】

32 國立清華大學 江瑞庭 08:30 (9)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3、一般男生組單打：51組，5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8名參加會內賽。

3-2

日期 3/21 3/21 3/22 3/22
33 亞洲大學 吳柏寬

【10】
3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郭紹瑋 08:30 (10)

【28】
35 中山醫學大學 陳尹修 12:00 (8)

【11】
36 逢甲大學 王政權 09:00 (1)

【40】
3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薛丞堯 10:30 (5)

【12】
38 建國科技大學 謝宇恩 09:00 (2)

【29】
39 Bye 12:00 (9)

40 修平科技大學 陳宥任
【46】 還有比賽

41 靜宜大學 張子軒 13:30 (3)
【13】

42 國立聯合大學 韓繼武 09:00 (3)
【30】

43 Bye 12:00 (10)

4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李亮昀
【41】

4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溫士緯 10:30 (6)
【14】

46 中華大學 劉浚亮 09:00 (4)
【31】

47 Bye 12:30 (8)

48 [3] 朝陽科技大學 高浩清

49 僑光科技大學 朱益緯
【15】

50 國立清華大學 陳知勤 09:00 (5)
【32】

5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晉威 12:30 (9)
【16】

5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許哲惟 09:00 (6)
【42】

53 中華大學 黃治鈞 10:30 (7)
【17】

54 玄奘大學 李長穎 09:00 (7)
【33】

55 Bye 12:30 (10)

56 逢甲大學 葉日緯
【47】 還有比賽

57 中國醫藥大學 吳聲佑 13:30 (4)
【18】

58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陳致瑋 09:00 (8)
【34】

59 Bye 13:00 (8)

6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榮天
【43】

61 大葉大學 張盛豐 10:30 (8)
【19】

6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廖帷丞 09:00 (9)
【35】

63 Bye 13:00 (9)

64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政祐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3、一般男生組單打：51組，5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8名參加會內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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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3/23 3/23

【48】

17:00 (1)

第七、八名 【52】 【53】 第五、六名

11:00 (1) 11:00 (2)

【49】

17:00 (2)

【50】

17:00 (3)

第三、四名 【54】 【55】 第一、二名

11:00 (3) 11:00 (4)

【51】

17:00 (4)

【44】敗

【45】敗

【46】敗

【47】敗

【44】勝

【45】勝

【46】勝

【47】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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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組，4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10名參加會內賽。

3-1

日期 3/21 3/21 3/22 3/22
1 [1] 僑光科技大學 楊博雯

2 Bye
【4】

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蔡金庭 13:00 (10)

4 Bye
【20】

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雷麗珊 11:00 (1)

6 Bye
【5】

7 亞洲大學 李忻芸 13:30 (8)

8 Bye
【28】 還有比賽

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汪宣愛 13:30 (5)

10 Bye
【6】

1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林菀純 13:30 (9)

12 Bye
【21】

13 中華大學 劉品鋆 11:00 (2)

14 Bye
【7】

15 中臺科技大學 李若綺 13:30 (10)

16 Bye

17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胡詩楊

18 Bye
【8】

19 靜宜大學 陳郁羚 14:00 (5)

20 Bye
【22】

2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余宛庭 11:00 (3)

22 Bye
【9】

23 僑光科技大學 林家旗 14:00 (6)

24 Bye
【29】 還有比賽

2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藍又華 13:30 (6)

26 Bye
【10】

27 亞洲大學 林以晨 14:00 (7)

28 Bye
【23】

29 國立清華大學 曾品珊 11:00 (4)

30 Bye
【11】

3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賴玟廷 14:00 (8)
【1】

3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韻蓉 09:30 (8)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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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4、一般女生組單打：35組，4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10名參加會內賽。

3-2

日期 3/21 3/21 3/22 3/22
3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陳羽璇

【2】
3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吳念柔 09:30 (9)

【12】
35 Bye 14:00 (9)

3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呂羚萱
【24】

37 Bye 11:00 (5)

3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劉瑄
【13】

39 Bye 14:00 (10)

40 靜宜大學 楊宜蓁
【30】 還有比賽

41 Bye 13:30 (7)

42 國立中興大學 王捷妮
【14】

43 Bye 14:30 (5)

4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盧孟君
【25】

45 Bye 11:00 (6)

46 國立清華大學 蔡𡟄仙
【15】

47 Bye 14:30 (6)

48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魏漢瑩

49 靜宜大學 陳君而
【3】

5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許禎 09:30 (10)
【16】

51 Bye 14:30 (7)

5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張宜雯
【26】

53 Bye 11:00 (7)

54 中山醫學大學 陳亞筠
【17】

55 Bye 14:30 (8)

56 亞洲大學 林姝妍
【31】 還有比賽

57 Bye 13:30 (8)

58 僑光科技大學 朱苡慈
【18】

59 Bye 14:30 (9)

6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佳儀
【27】

61 Bye 11:00 (8)

6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李欣諭
【19】

63 Bye 14:30 (10)

64 [2] 東海大學 邱郁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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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4、一般女生組單打：35組，45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10名參加會內賽。

3-3

一般女單可參加會內賽 ：另外增加錄取第 9-10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22 3/23

【32】

16:30 (1)

【36】 可參加會內賽

08:30 (5)

【33】

16:30 (2)

【34】

16:30 (3)

【37】 可參加會內賽

08:30 (6)

【35】

16:30 (4)

一般女單可參加會內賽 ：錄取前 8名頒獎，並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22 3/23 3/23

【38】

16:30 (5)

第七、八名 【42】 【43】 第五、六名

11:00 (7) 11:00 (8)

【39】

16:30 (6)

【40】

16:30 (7)

第三、四名 【44】 【45】 第一、二名

11:00 (9) 11:00 (10)

【41】

16:30 (8)

【20】敗

【21】敗

【22】敗

【30】敗

【23】敗

【24】敗

【25】敗

【26】敗

【27】敗

【28】敗

【29】敗

【30】勝

【31】勝

【31】敗

【28】勝

【29】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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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組，39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3-1

日期 3/21 3/21 3/22 3/22
1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政祐 / 黃毓昇

2 Bye
【4】

3 大葉大學 張博堦 / 洪順榮 15:00 (5)

4 Bye
【20】

5 建國科技大學 謝柏誠 / 鄭錦鴻 11:30 (1)

6 Bye
【5】

7 亞洲大學 王崧宇 / 彭鈺翔 15:00 (6)

8 Bye
【28】 還有比賽

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維晨 / 鍾伯辰 14:30 (5)

10 Bye
【6】

11 東海大學 簡于棠 / 蔡文硯 15:00 (7)

12 Bye
【21】

13 國立聯合大學 林昌明 / 高宏瑜 11:30 (2)

14 Bye
【7】

15 靜宜大學 李潁洋 / 張子軒 15:00 (8)

16 Bye

17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榮天 / 鄧鈞鎧

18 Bye
【8】

19 朝陽科技大學 劉宥甫 / 林毅祥 15:00 (9)

20 Bye
【22】

21 逢甲大學 謝孟哲 / 楊育愷 11:30 (3)

22 Bye
【9】

23 修平科技大學 林岳威 / 李子維 15:00 (10)

24 Bye
【29】 還有比賽

25 國立清華大學 廖國艮 / 簡國盛 14:30 (6)

26 Bye
【10】

27 中華大學 李奕勳 / 李泳霖 15:30 (8)

28 Bye
【23】

2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陳暐昇 / 蘇恩平 11:30 (4)

30 Bye
【11】

3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林柏軒 / 劉家瑋 15:30 (9)
【1】

32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李振瑋 / 黃祐淳 10:00 (8)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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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5、一般男生組雙打：35組，39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3-2

日期 3/21 3/21 3/22 3/22
3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長科 / 黃承勛

【2】
3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游昀達 / 黃晉威 10:00 (9)

【12】
35 Bye 15:30 (10)

3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吳定隆 / 林益誠
【24】

37 Bye 11:30 (5)

38 國立清華大學 黃道均 / 伍柏宇
【13】

39 Bye 16:00 (8)

4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周育群 / 林子楓
【30】 還有比賽

41 Bye 14:30 (7)

42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江秉駿 / 陳祥筌
【14】

43 Bye 16:00 (9)

44 亞洲大學 趙曜生 / 吳柏寬
【25】

45 Bye 11:30 (6)

46 朝陽科技大學 朱祐民 / 李曜廷
【15】

47 Bye 16:00 (10)

48 [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吳展佳 / 楊思諝

49 國立聯合大學 韓繼武 / 謝昀澍
【3】

50 僑光科技大學 朱益緯 / 王毓均 10:00 (10)
【16】

51 Bye 16:30 (8)

5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陳致瑋 / 林恩玄
【26】

53 Bye 11:30 (7)

54 建國科技大學 謝宇恩 / 楊俊銘
【17】

55 Bye 16:30 (9)

56 中山醫學大學 林志宇 / 許庭瑜
【31】 還有比賽

57 Bye 14:30 (8)

58 大葉大學 張盛豐 / 陳崇恩
【18】

59 Bye 16:30 (10)

60 逢甲大學 陳璽安 / 楊孟憲
【27】

61 Bye 11:30 (8)

62 弘光科技大學 霍少康 / 楊曜鴻
【19】

63 Bye 17:00 (2)

64 [2] 靜宜大學 張祚恒 / 鄧家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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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5、一般男生組雙打：35組，39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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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3/23 3/23

【32】

08:30 (1)

第七、八名 【36】 【37】 第五、六名

10:30 (5) 10:30 (6)

【33】

08:30 (2)

【34】

08:30 (3)

第三、四名 【38】 【39】 第一、二名

10:30 (7) 10:30 (8)

【35】

08:30 (4)

【30】敗

【28】敗

【29】敗

【30】勝

【31】勝

【31】敗

【28】勝

【29】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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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組，27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21 3/21 3/22
1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胡詩楊 / 謝沛璇

2 Bye
【8】

3 僑光科技大學 林家旗 / 楊博雯 17:00 (3)

4 Bye
【16】 還有比賽

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呂亭萱 / 王亭尹 09:30 (6)

6 Bye
【9】

7 靜宜大學 陳郁羚 / 賴彥如 17:00 (4)
【1】

8 朝陽科技大學 潘品諭 / 趙悅存 11:00 (5)

9 中華大學 劉品鋆 / 何書妤

10 Bye
【10】

1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韻蓉 / 吳季芸 17:00 (5)
【2】

12 國立清華大學 曾品珊 / 蔡𡟄仙 11:00 (6)
【17】 還有比賽

13 亞洲大學 林姝妍 / 許語珊 09:30 (7)

14 Bye
【11】

15 國立聯合大學 黃虹綾 / 吳瑞文 17:00 (6)
【3】

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思穎 / 廖容瑩 11:00 (7)

17 亞洲大學 李忻芸 / 林以晨
【4】

1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楊善閔 / 晏靖捷 11:00 (8)
【12】

19 Bye 17:00 (7)

20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張玲惠 / 古家芸
【18】 還有比賽

2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郭又寧 / 劉家甄 09:30 (8)
【5】

2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楊采融 / 宋瑾瑜 11:00 (9)
【13】

23 Bye 17:00 (8)

24 僑光科技大學 朱苡慈 / 姜美華

2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蔡金庭 / 陳柏蓁
【6】

26 國立清華大學 葉予宣 / 林鈺芳 11:00 (10)
【14】

27 Bye 17:00 (9)

28 國立聯合大學 李品萱 / 黃珊
【19】 還有比賽

29 中山醫學大學 陳亞筠 / 楊喬宇 09:30 (9)
【7】

30 靜宜大學 陳君而 / 黃麗慧 11:30 (5)
【15】

31 Bye 17:00 (10)

32 [2] 中臺科技大學 黃資閔 / 李珮綺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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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6、一般女生組雙打：23組，27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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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22 3/23 3/23

【20】

14:30 (1)

第七、八名 【24】 【25】 第五、六名

10:30 (1) 10:30 (2)

【21】

14:30 (2)

【22】

14:30 (3)

第三、四名 【26】 【27】 第一、二名

10:30 (3) 10:30 (4)

【23】

14:30 (4)

【18】敗

【16】敗

【17】敗

【18】勝

【19】勝

【19】敗

【16】勝

【17】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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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組，32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5名參加會內賽。

2-1

日期 3/21 3/22 3/22
1 [1]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古家芸 / 李振瑋

2 Bye
【13】

3 國立清華大學 林鈺芳 / 陳知勤 08:30 (1)
【1】

4 僑光科技大學 姜美華 / 王毓均 17:30 (2)
【21】 還有比賽

5 國立聯合大學 吳瑞文 / 謝昀澍 14:00 (1)
【2】

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曾鉯喬 / 鄭文豪 17:30 (3)
【14】

7 朝陽科技大學 趙悅存 / 高浩清 08:30 (2)
【3】

8 靜宜大學 賴彥如 / 張祚恒 17:30 (4)

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楊善閔 / 黃毓昇

10 Bye
【15】

11 亞洲大學 張佳蓉 / 王崧宇 08:30 (3)
【4】

12 中華大學 何書妤 / 劉浚亮 17:30 (5)
【22】 還有比賽

1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呂羚萱 / 許哲惟 14:00 (2)
【5】

14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吳季芸 / 吳展佳 17:30 (6)
【16】

1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楊采融 / 沈耕宇 08:30 (4)
【6】

16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賴玟廷 / 郭紹瑋 17:30 (7)

1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張宜雯 / 傅韋誠
【7】

18 朝陽科技大學 潘品諭 / 楊紹宏 17:30 (8)
【17】

1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柏蓁 / 楊思諝 08:30 (5)
【8】

20 玄奘大學 李長穎 / 祝羽彤 17:30 (9)
【23】 還有比賽

21 靜宜大學 黃麗慧 / 鄧家淵 14:00 (3)
【9】

22 中華大學 林祉均 / 李泳霖 17:30 (10)
【18】

23 Bye 08:30 (6)

24 亞洲大學 許語珊 / 彭鈺翔

25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張玲惠 / 江秉駿
【10】

26 國立清華大學 葉予宣 / 陳冠廷 18:00 (2)
【19】

27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陳羽璇 / 林恩玄 08:30 (7)
【11】

28 國立聯合大學 黃虹綾 / 高宏瑜 18:00 (3)
【24】 還有比賽

29 中國醫藥大學 陳棨杭 / 鄭兆華 14:00 (4)
【12】

3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宋瑾瑜 / 林祐民 18:00 (4)
【20】

31 Bye 08:30 (8)

32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晏靖捷 / 林子楓

(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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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一般組 賽 程 表 ) 

7、一般混合組雙打：28組，32場，錄取前8名頒獎，取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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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可參加會內賽。

日期 3/22 3/23 3/23

【25】

15:30 (7)

第七、八名 【29】 【30】 第五、六名

13:00 (1) 13:00 (2)

【26】

15:30 (8)

【27】

15:30 (9)

第三、四名 【31】 【32】 第一、二名

13:00 (3) 13:00 (4)

【28】

15:30 (10)

【23】敗

【21】敗

【22】敗

【23】勝

【24】勝

【24】敗

【21】勝

【22】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