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男單公開賽 男單40 男單50 男單60 男單70 男單80
1 黃僅喻 潘祥彬 劉良景 林榮基 蕭長金 陳松增
2 許峻豪 劉宏斌 李潮勝 劉興章 鐘武相 程朝勳
3 丁胤中 蔡永民 郭權財 羅光永 何勇南 張培堂
4 張育誠 盧俊安 饒連輝 關永才 廖宗賢 陳當英
5 應充恩 劉順財 林炤煒 沈天保 賴重雄
6 陳煜朋 林秉豐 張廖萬家 賴貴雄 中村秀明
7 周家葦 趙展誼 吳子揚 林香筍 李門騫
8 廖炳霖 邱建興 劉有原 陳永昌 莊奎文
9 杜秉佑 廖遠志 陳偉成 林紀村 顏榮洲
10 史杰峻 羅文杰 張俊源 王中全 吳永泉
11 吳宏儒 邱永鎮 張光輝 陳登堡 顏添煌
12 吳定寰 張榮宏 鍾家桂 盧天龍 江宏凱
13 吳承蔚 張竹修 陳永富 薛景盛
14 廖重翰 施能堅 廖加上
15 張祐齊 黃立中 左志輝
16 李品泉 張隆鎮 劉陞權
17 林奕廷 謝篤恩
18 林言睿 邱東泉
19 沈峻銘 林建成
20 黃建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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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ales

21 郭亞陶
22 夏恩
23 游永健
24 徐政邦
25 林東儀
26 劉宗樺
27 洪乃光
28 陳奕先
29 陳詳霖
30 許峻偉
31 賴佑昇
32 洪崇祐
33 李庭旭
34 楊智勝
35 徐百均
36 劉士遠
37 何庭豪
38 林秉晨
39 林郁盛
40 趙常皓
41 蔡宇翔
42 邱郁然
43 陳政奕
44 丹于豪
45 詹佳翰
46 陳俊平
47 陳郴陽
48 曾品嘉
49 曾翊豪
50 陳尚遠
51 林廷宇
52 沈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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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男雙公開賽 男雙40 男雙50 男雙60 男雙70 男雙80
1 黃僅喻 葉佳誌 廖南凱 關永才 鐘武相 張培堂
2 許峻豪 廖茂奇 郭權財 沈天保 何勇南 陳當英
3 白正浩 林榮基 張聰發 林香筍 劉彬
4 廖炳霖 劉宏斌 蔡介正 唐中興 程朝明
5 張育誠 柯宏宜 劉昌仕 林坤猛 陳俊成
6 應充恩 蔡永民 吳煒堯 朱少穉 黃木權
7 陳煜朋 周子仁 廖光聖 林紀村 賴重雄
8 周家葦 曾尚志 黃新府 王中全 廖宗賢
9 杜秉佑 林威仰 饒連輝 王國衍 洪金龍
10 林奕廷 趙展誼 俞平貴 欉勁燁 鍾文彬
11 張勤 廖遠志 林炤煒 石家壁 李德榮
12 史杰峻 邱建興 鄭振遠 曾國珍 傅國盛
13 廖重翰 吳耀然 劉勇俊 王俊龍 李門騫
14 李品泉 胡永祥 蔡東沛 張學鎔 莊奎文
15 沈峻銘 徐高利 張廖萬家 陳登堡 辜泰洲
16 吳定寰 洪明輝 呂柏瑩 盧天龍 蔡政明
17 游永健 林翊軒 李春龍 陳錦棠 顏榮洲
18 江岳峻 白文華 蔡文棋 吳永灥 吳永泉
19 黃建菘 張益鈞 何錦潭 江金隆 王振盛
20 吳承蔚 林達雄 曾祥賢 詹文卿 莊忠政
21 張祐齊 胡登富 蕭國偉 劉陞權 江宏凱
22 吳宏儒 張榮宏 陳偉成 薛勝和 蕭長金
23 夏恩 鐘文雄 張鴻儒
24 蔡昌儒 廖俊輝 許達夫
25 林言睿 陳俊嘉 吳鴻程
26 郭亞陶 洪瑞程 袁菊芳
27 陳奕先 賴永僚
28 陳詳霖 賴昇利
29 許峻偉 黃慶和
30 賴佑昇 鄭清隆
31 洪崇祐 陳建欣
32 李庭旭 林松雄
33 徐百均 黃立中
34 劉士遠 許俊明
35 呂孟宸 邱盛傳
36 呂逸山 陳秉和
37 何庭豪 巫俍興
38 林秉晨 劉坤明
39 邱東泉 許永強
40 趙常皓 廖繼揚
41 蔡宇翔 張裕明
42 丹于豪 林永森
43 邱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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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陳政奕 謝篤恩
45 林岳毅
46 賴俊宇
47 卓冠廷
48 張智翔
49 陳俊平
50 陳郴陽

109年臺中市「市長盃」網球錦標賽(成人組)

男子雙打參賽名單



組別 女單公開賽 女單35 女單45 女單55

1 巫京薇 曾茹楓 張秀英 趙淑惠

2 簡詩汶 鄭玉娟 李雅慧 羅秀蓮

3 江惠子 方苡芯 張智華 張慧貞

4 廖子伶

5 楊淯絜

6 李羽芸

7 陳虹伃

組別 女雙公開賽 女雙35 女雙45 女雙55

巫京薇 羅秀蓮 張秀英 曹惠珠

簡詩汶 曾茹楓 蔡玉慧 張月華

江惠子 吳明芳 信田有美 李蕙琴

廖子伶 項千綺 張慧貞 許金玉

陳函琦 黃怡甄 李雅慧 徐治宜

楊淯絜 陳阿鴦 張智華 童瓊姬

李羽芸 林素真

陳虹伃 吳惠玲

109年臺中市「市長盃」網球錦標賽(成人組)

女子單打參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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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雙打參賽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