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組別 輪次 場數 籤號 賽制 賽程時間
1 高男單 1R 4 3-4,11-14,19-20 08:30開始

高男單 1R 2 21-22,29-30

國男單 1R 2 3-4,29-30

國女單 RR1 2 2-5

高男單 2R 2 6-8,25-27

4 高男單 2R 4 1-4,9-20

高男單 2R 2 21-24,29-32

國男單 2R 2 6-11

6 國男單 2R 4 14-27 12:00前不比賽
國男單 2R 2 1-4,29-32

國女單 RR2 2 1-3,5

8 高男單 QF 4

9 國男單 QF 4

國女單 RR4 1 1,4 15:00前不比賽
高男雙 1R 3 1-6

高男雙 1R 1 7-8

國男雙 1R 3 1-6

12 國男雙 1R 1 7-8

45 8局制

順序 組別 輪次 場數 籤號 賽制 賽程時間

高男單 SF 2

國男單 SF 2

2 國女單 RR3 2 1,3-5

高男單 F 2

國男單 F 2

4 國女單 RR5 2 1-2,4-5

5 國女單 RR4 1 2-3

高男雙 SF 2

國男雙 SF 2

高男雙 F 2

國男雙 F 2

21 8局制

接續比賽

場數

09:00開始

接續比賽
3

6 12:00前不比賽

8局

(雙打No-Ad)

7

選拔賽個人賽每場均採1盤8局賽制，8平時採7分決勝局制。所有雙打賽每局皆採決勝分(No-Ad)

制。

接續比賽

接續比賽

接續比賽

1月6日(星期日)

球場：臺中公園網球場  (四面紅土球場)

1

場數

7

8局

(雙打No-Ad)

108年臺中市「市長盃」網球錦標賽(青少年組)暨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臺中市網球代表隊選拔賽每日賽程表

1月5日(星期六)

球場：臺中公園網球場  (四面紅土球場)

所有賽程均依賽程表進行，大會除球場更改外，不廣播球員出賽。

當裁判通知大會球員未到時，即開始計時，

十分鐘未到者以棄權論，對手直接獲勝。

請參賽球員注意場次及時間至各球場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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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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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中市「市長盃」(青少年組)暨全中運選拔賽

星期六 一月五日 2019

順序 1 2 3 4 

Starting at 08:30 Starting at 08:30 Starting at 08:30 Starting at 08:30 

1 高男單  R32  高男單  R32  高男單  R32  高男單  R32  

    

張一誠 (東山高中) 詹濬愷 (臺中家商) 陳佑奎 (惠文高中) 蘇俞安 (臺中一中) 

vs. vs. vs. vs. 

蘇柏豪 (臺中一中) 王惇賢 (豐原高中) 溫國荃 (臺中一中) 蘇柏瑋 (臺中高工)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2 高男單  R32  高男單  R32  國男單  R32  國男單  R32  

    

黃順平 (興大附中) 林又嘉 (臺中一中) 王閔玄 (華盛頓中學) 李品泉 (安和國中) 

vs. vs. vs. vs. 

楊景翔 (臺中一中) 李偉琦 (興大附農) 張耘睿 (黎明國中) 吳秉諭 (黎明國中)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3 高男單  R16  高男單  R16  國女單  RR1  國女單  RR1  

    

何嘉仁 (東山高中) 陳泳叡 (臺中一中) 張棣惠 (東勢國中) 陳名馥 (黎明國中) [2] 

vs. vs. vs. vs. 

王耀銳 (臺中一中) 廖重翰 (東山高中) 謝昀蓁 (惠文高中) 陳亮鈞 (黎明國中)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4 高男單  R16  高男單  R16  高男單  R16  高男單  R16  

  陳佑奎  

詹益瑋 (臺中高工) [1] 林奕廷 (東山高中) [3] or 溫國荃 黃建菘 (東山高中) [6] 

vs. vs. vs. vs. 

張一誠 詹濬愷 郭亞陶 (東山高中) [5] 蘇俞安 

or 蘇柏豪 or 王惇賢  or 蘇柏瑋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5 高男單  R16  高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黃順平 林又嘉   

or 楊景翔 or 李偉琦 王文昱 (中科實中) 吳宏儒 (黎明國中) [4] 

vs. vs. vs. vs. 

曾翊豪 (東山高中) [4] 韋驊宇 (東山高中) [2] 楊芃凱 (黎明國中) [8] 林廷宇 (東山高中) 

    

    

Not Before 12:00 Not Before 12:00 Not Before 12:00 Not Before 12:00 

6 國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吳宸宇 (東大附中) 牛子熹 (黎明國中) [7] 林言睿 (石岡國中) 安雅利 (黎明國中) [5] 

vs. vs. vs. vs. 

余承恩 (黎明國中) [6] 簡啟源 (三光國中) 蔡松穎 (黎明國中) [3] 王為 (大業國中) 

    

    

球場 



108年臺中市「市長盃」(青少年組)暨全中運選拔賽

星期六 一月五日 2019

順序 1 2 3 4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7 國男單  R16  國男單  R16  國女單  RR2  國女單  RR2  

 李品泉   

林弘程 (黎明國中) [1] or 吳秉諭 陳虹伃 (黎明國中) [1] 張棣惠 (東勢國中) 

vs. vs. vs. vs. 

王閔玄 黃柏霖 (爽文國中) [2] 陳名馥 (黎明國中) [2] 陳亮鈞 (黎明國中) 

or 張耘睿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8 高男單  QF  高男單  QF  高男單  QF  高男單  QF  

詹益瑋 林奕廷 黃建菘 陳泳叡 

or ?? or ?? or ?? or 廖重翰 

vs. vs. vs. vs. 

何嘉仁 ?? ?? ?? 

or 王耀銳 or 郭亞陶 or 曾翊豪 or 韋驊宇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9 國男單  QF  國男單  QF  國男單  QF  國男單  QF  

林弘程 吳宏儒 牛子熹 安雅利 

or ?? or 林廷宇 or 簡啟源 or 王為 

vs. vs. vs. vs. 

王文昱 吳宸宇 林言睿 ?? 

or 楊芃凱 or 余承恩 or 蔡松穎 or 黃柏霖 

    

Not Before 15:00 Not Before 15:00 Not Before 15:00 Not Before 15:00 

10 高男雙  QF  高男雙  QF  高男雙  QF  國女單  RR4  

楊紹申 (東山高中) / 溫國荃 (臺中一中) / 林又嘉 (臺中一中) /  

林良耕 (東山高中) [1] 蘇俞安 (臺中一中) 蘇柏豪 (臺中一中) 陳虹伃 (黎明國中) [1] 

vs. vs. vs. vs. 

何嘉仁 (東山高中) / 黃建菘 (東山高中) / 何彥謙 (東山高中) / 謝昀蓁 (惠文高中) 

廖重翰 (東山高中) 郭亞陶 (東山高中) 曾翊豪 (東山高中)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11 高男雙  QF  國男雙  QF  國男雙  QF  國男雙  QF  

楊景翔 (臺中一中) / 吳承蔚 (黎明國中) / 安雅利 (黎明國中) / 吳易恆 (黎明國中) / 

王耀銳 (臺中一中) 曾右承 (黎明國中) [1] 楊芃凱 (黎明國中) 洪可浩 (黎明國中) 

vs. vs. vs. vs. 

夏恩 (東山高中) [2] / 張耘睿 (黎明國中) / 王子文 (東勢國中) / 顏廷憲 (華盛頓中學) / 

蔡昌儒 (東山高中) 蔡松穎 (黎明國中) 詹煥宇 (東勢國中) 顏廷翰 (華盛頓中學) 

    

Followed by    

12 國男雙  QF     

吳秉諭 (黎明國中) /    

牛子熹 (黎明國中)    

vs.    

張祐齊 (黎明國中) [2] /    

吳宏儒 (黎明國中)    

    

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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