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男子單打（18人）

學校 第一輪 第二輪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冠軍
  

1 黎明國中 林弘程 [1]  
  林弘程

2  Bye   
    

3 華盛頓中學 王閔玄  週六 #7
    

4 黎明國中 張耘睿 週六 #2  
    

5  Bye  週六 #9
  王文昱  

6 中科實中 王文昱   
    

7  Bye  週六 #5
  楊芃凱  

8 黎明國中 楊芃凱 [8]   
    

9 黎明國中 吳宏儒 [4]  週日 #1
  吳宏儒  

10  Bye   
    

11 東山高中 林廷宇  週六 #5
  林廷宇  

12  Bye   
    

13  Bye  週六 #9
  吳宸宇  

14 東大附中 吳宸宇   
    

15  Bye  週六 #6
  余承恩  

16 黎明國中 余承恩 [6]   
    

17 黎明國中 牛子熹 [7]  週日 #3
  牛子熹  

18  Bye   
    

19 三光國中 簡啟源  週六 #6
  簡啟源  

20  Bye   
    

21  Bye  週六 #9
  林言睿  

22 石岡國中 林言睿   
    

23  Bye  週六 #6
  蔡松穎  

24 黎明國中 蔡松穎 [3]   
    

25 黎明國中 安雅利 [5]  週日 #1
  安雅利  

26  Bye   
    

27 大業國中 王  為  週六 #6
  王  為  

28  Bye   
    

29 安和國中 李品泉  週六 #9
    

30 黎明國中 吳秉諭 週六 #2  
    

31  Bye  週六 #7 季軍
  黃柏霖   

32 爽文國中 黃柏霖 [2]   週日 #3
   



高中男子單打（22人）

學校 第一輪 第二輪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冠軍
  

1 臺中高工 詹益瑋 [1]  
  詹益瑋

2  Bye   
    

3 東山高中 張一誠  週六 #4
    

4 臺中一中 蘇柏豪 週六 #1  
    

5  Bye  週六 #8
  何嘉仁  

6 東山高中 何嘉仁   
    

7  Bye  週六 #3
  王耀銳  

8 臺中一中 王耀銳   
    

9 東山高中 林奕廷 [3]  週日 #1
  林奕廷  

10  Bye   
    

11 臺中家商 詹濬愷  週六 #4
    

12 豐原高中 王惇賢 週六 #1  
    

13 惠文高中 陳佑奎  週六 #8
    

14 臺中一中 溫國荃 週六 #1  
    

15  Bye  週六 #4
  郭亞陶  

16 東山高中 郭亞陶 [5]   
    

17 東山高中 黃建菘 [6]  週日 #3
  黃建菘  

18  Bye   
    

19 臺中一中 蘇俞安  週六 #4
    

20 臺中高工 蘇柏瑋 週六 #1  
    

21 興大附中 黃順平  週六 #8
    

22 臺中一中 楊景翔 週六 #2  
    

23  Bye  週六 #5
  曾翊豪  

24 東山高中 曾翊豪 [4]   
    

25 臺中一中 陳泳叡  週日 #1
  陳泳叡  

26  Bye   
    

27 東山高中 廖重翰  週六 #3
  廖重翰  

28  Bye   
    

29 臺中一中 林又嘉  週六 #8
    

30 興大附農 李偉琦 週六 #2  
    

31  Bye  週六 #5  季軍
  韋驊宇    

32 東山高中 韋驊宇 [2]   週日 #3
   



國中男子雙打（8組）

學校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冠軍

黎明國中 吳承蔚 [1] 

1 黎明國中 曾右承  

黎明國中 張耘睿  

2 黎明國中 蔡松穎 週六 #11  

黎明國中 安雅利   

3 黎明國中 楊芃凱  週日 #6

東勢國中 王子文   

4 東勢國中 詹煥宇 週六 #11  

黎明國中 吳易恆   

5 黎明國中 洪可浩  週日 #7

華盛頓中學 顏廷憲   

6 華盛頓中學 顏廷翰 週六 #11  

黎明國中 吳秉諭   

7 黎明國中 牛子熹  週日 #6

黎明國中 張祐齊 [2]   

8 黎明國中 吳宏儒 週六 #12

   

  季軍

   

  週日 #7
  

 

高中男子雙打（8組）

學校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冠軍

東山高中 楊紹申 [1] 

1 東山高中 林良耕  

東山高中 何嘉仁  

2 東山高中 廖重翰 週六 #10  

臺中一中 溫國荃   

3 臺中一中 蘇俞安  週日 #6

東山高中 黃建菘   

4 東山高中 郭亞陶 週六 #10  

臺中一中 林又嘉   

5 臺中一中 蘇柏豪  週日 #7

東山高中 何彥謙   

6 東山高中 曾翊豪 週六 #10  

臺中一中 楊景翔   

7 臺中一中 王耀銳  週日 #6

東山高中 夏  恩 [2]   

8 東山高中 蔡昌儒 週六 #11

   

  季軍

   

  週日 #7



國中女子單打（5人循環賽）

學校 1 2 3 4 5 

1 黎明國中  陳虹伃 [1]   R2 週六 #7 R3 週日 #2 R4 週六 #10 R5 週日 #4

2 黎明國中  陳名馥 [2]  R2 週六 #7  R4 週日 #5 R5 週日 #4 R1 週六 #3

3 東勢國中  張棣惠  R3 週日 #2 R4 週日 #5  R1 週六 #3 R2 週六 #7

4 惠文高中  謝昀蓁  R4 週六 #10 R5 週日 #4 R1 週六 #3  R3 週日 #2

5 黎明國中  陳亮鈞  R5 週日 #4 R1 週六 #3 R2 週六 #7 R3 週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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