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單打大專乙組(會外賽)
排名 姓名 學校 縣市

1 S1 張哲瑋 臺灣科大 臺北市
Q1

2 Bye

3 S2 周哲宇 海洋大學 基隆市
Q2

4 Bye

5 S3 林鈞鏗 中興大學 臺中市
Q3

6 林俊佑 逢甲大學 臺中市

7 S4 楊明憲 高雄醫大 高雄市
Q4

8 郭立安 清華大學 新竹市

9 S5 張濬濤 彰化師大 彰化縣
Q5

10 郜耿方 陽明大學 臺北市

11 S6 黃信達 僑光科大 臺中市
Q6

12 廖仁祥 逢甲大學 臺中市

13 S7 廖品中 陽明大學 臺北市

Q7

14 姜睿宏 東海大學 臺中市

15 S8 沈伯懷 中興大學 臺中市

Q8

16 洪承揚 逢甲大學 臺中市

●男子單打大專乙組(會內賽)
排名 姓名 學校 縣市 第二輪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1 S1 3 林元皓 高雄醫大 高雄市

2 24 徐文安 臺灣大學 臺北市

3 余品澔 成功大學 臺南市

4 67 陳彥鈞 逢甲大學 臺中市

5 王鼎傑 僑光科大 臺中市

6 洪崇哲 中正大學 嘉義縣

7 16 黃昱誠 臺北大學 新北市

8 S5 8 陳冠辰 逢甲大學 臺中市

9 S3 4 楊博翰 臺北醫大 臺北市

10 35 曾韋智 輔仁大學 新北市

11 62 王宥騰 高雄醫大 高雄市

12 Q

13 67 黃騰廣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4 35 洪乃光 陽明大學 臺北市

15 48 吳承哲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6 S7 11 林翊群 逢甲大學 臺中市 冠軍

17 S8 13 江昀軒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8 Q

19 Q

20 Q

21 曾慶華 清華大學 新竹市

22 114 王子輔 亞洲大學 臺中市

23 Q

24 S4 6 李庭旭 中國醫大 臺中市

25 S6 9 康甯傑 東海大學 臺中市

26 67 夏睿宏 逢甲大學 臺中市

27 Q

28 Q

29 Q

30 35 邱瀚慶 海洋大學 基隆市

31 114 張耿維 成功大學 臺南市

32 S2 4 陳威廷 中正大學 嘉義縣



●男子雙打大專乙組(會外賽)
排名 姓名 學校 縣市

1 S1 黃昱誠 臺北大學 新北市

99 洪乃光 陽明大學 臺北市
Q1

2 Bye

3 S2 余品澔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55 黃騰廣 成功大學 臺南市
Q2

4 Bye

5 S3 洪崇哲 中正大學 嘉義縣

曾慶華 清華大學 新竹市
Q3

6 張濬濤 彰化師大 彰化縣

沈伯懷 中興大學 臺中市

7 S4 廖仁祥 逢甲大學 臺中市

林俊佑 逢甲大學 臺中市
Q4

8 王鼎傑 僑光科大 臺中市

黃信達 僑光科大 臺中市

●男子雙打大專乙組(會內賽)
排名 姓名 學校 縣市 半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1 S1 3 林鈞鏗 中興大學 臺中市

4 陳冠辰 逢甲大學 臺中市

2 Q

3 Q

4 45 陳威廷 中正大學 嘉義縣

2 徐子勛 成功大學 臺南市

5 58 洪承揚 逢甲大學 臺中市

71 陳彥鈞 逢甲大學 臺中市

6 曾韋智 輔仁大學 新北市

37 康甯傑 東海大學 臺中市

7 Q

8 S3 9 徐文安 臺灣大學 臺北市

35 楊博翰 臺北醫大 臺北市

9 S4 19 江昀軒 成功大學 臺南市

26 鍾佳熙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0 周哲宇 海洋大學 基隆市

45 邱瀚慶 海洋大學 基隆市

11 17 林翊群 逢甲大學 臺中市

45 夏睿宏 逢甲大學 臺中市

12 廖品中 陽明大學 臺北市

37 郜耿方 陽明大學 臺北市

13 155 吳承哲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55 張耿維 成功大學 臺南市

14 楊明憲 高雄醫大 高雄市

7 王宥騰 高雄醫大 高雄市

15 Q

16 S2 7 林元皓 高雄醫大 高雄市

1 李庭旭 中國醫大 臺中市

冠軍



●女子單打大專乙組

（一）初賽循環賽（A、B組各取前2名晉級複賽）

(臺大) (大葉) (高醫) (成功)

黃昭英 廖紫萍 許博雅 吳翊婷

(長榮) (成功) (中興) (成功)

王虹圓 黃筱晴 蔡孟欣 何  容

（二）複賽單淘汰賽

●女子雙打大專乙組（循環賽）

(成功) 吳翊婷 林允箴 (臺大)

(成功) 陳怡安 黃昭英 (臺大)

(成功) 何  容 何承舫 (僑光)

(成功) 黃筱晴 蔡孟欣 (中興)

B冠

BA

A亞

A冠

B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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