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3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高雄市 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 [1]  

  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 [1]

2 南投市 花士豪 6-2  

   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 [1]

3 宜蘭縣 蘇千睿  6-1

  蘇千睿  

4 台中市 陳科宏 6-1  

   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郭哲軒 [1]

5 台中市 游永健游永健游永健游永健 [3]  6-0

  謝政瀛  

6 高雄市 謝政瀛 w.o.  

   黃仁賢

7 台北市 黃仁賢  w.o.

  黃仁賢  

8 台中市 徐政邦 6-2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9 高雄市 林建輝  6-4

  林建輝  

10 台中市 楊弘旭 7-6(1)  

   林建輝

11 台中市 邱建興  6-1

  邱建興  

12 嘉義縣 劉逸軒劉逸軒劉逸軒劉逸軒 [4] w.o.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13 高雄市 梁志安  6-0

  梁志安  

14 台中市 沈涵平 7-5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15 台南市 林世傑  6-0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16 高雄市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6-0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單女單女單女單3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 [1]  

  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 [1]

2 台南市 黃詩珊 6-1  

   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 [1]

3 新竹市 范憶萍  6-0

  范憶萍  

4 花蓮縣 蔣祖茜 6-0  

   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張珮君 [1]

5 新竹市 黃怡惠  6-1

  王怡鈴  

6 台南市 王怡鈴 w.o.  

   沈靜怡

7 嘉義市 沈靜怡  6-3

  沈靜怡  

8 高雄市 陳怡君陳怡君陳怡君陳怡君 [2] 6-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3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北市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1]

1 台北市 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1]

  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

2  Bye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1]

台中市 林岳毅  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黃仁賢

3 台中市 賴俊宇 林岳毅 6-2

台中市 邱建興 賴俊宇  

4 台中市 邱建銘 w.o.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南投市 江文書  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

5 南投市 花士豪 楊弘旭 6-0

台中市 楊弘旭 游永健  

6 台中市 游永健 w.o.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

7  Bye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6-0

高雄市 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林耿儀 [2] 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  

8 高雄市 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陳宏愷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雙女雙女雙女雙3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嘉義市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1]

1 嘉義市 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1]

  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

2  Bye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1]

嘉義市 劉美霞  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沈靜怡

3 高雄市 王秋梨 劉美霞 6-3

彰化縣 徐莉娟 王秋梨  

4 彰化縣 楊麗香 w.o. 張珮君

台中市 張珮君  鄭秋惠

5 高雄市 鄭秋惠 張珮君 6-2

彰化縣 王素慧 鄭秋惠  

6 高雄市 陳怡君 6-2 張珮君

   鄭秋惠

7  Bye 王怡鈴王怡鈴王怡鈴王怡鈴 [2] 6-1

台南市 王怡鈴王怡鈴王怡鈴王怡鈴 [2] 黃詩珊黃詩珊黃詩珊黃詩珊  

8 台南市 黃詩珊黃詩珊黃詩珊黃詩珊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4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南市 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 [1]  

  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 [1]

2  Bye   

   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劉子良 [1]

3 雲林縣 徐志偉  6-0

  張志同  

4 台中市 張志同 w.o.  

   佘志倫

5 彰化縣 陳丁源  7-6(5)

  佘志倫  

6 高雄市 佘志倫 6-2  

   佘志倫

7 新竹市 張志強  6-3

  陳耿弦陳耿弦陳耿弦陳耿弦 [6]  

8 南投市 陳耿弦陳耿弦陳耿弦陳耿弦 [6] 6-2  

   佘志倫

9 台北市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3]  6-4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3]  

10 台中市 吳誌鴻 w.o.  

   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洪振傑 [3]

11 新北市 張恩言  6-4

  林宏哲  

12 宜蘭縣 林宏哲 6-1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5]

13 桃園市 鍾佳奇  6-1

  鍾佳奇  

14 台中市 洪明輝 6-1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5]

15 彰化縣 盧明宗  6-1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5]  

16 花蓮縣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5] 6-2  

   佘志倫

17 新竹市 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 [7]  6-4

  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 [7]  

18 台中市 陳俊全 6-1  

   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李沛承 [7]

19 高雄市 潘志宏  6-4

  潘志宏  

20 彰化縣 蕭世嘉 w.o.  

   蔡永民

21 台中市 蔡永民  6-3

  蔡永民  

22 桃園市 周冠仁 6-0  

   蔡永民



23 台北市 蕭安廷  w.o.

  蔡坤洲蔡坤洲蔡坤洲蔡坤洲 [4]  

24 雲林縣 蔡坤洲蔡坤洲蔡坤洲蔡坤洲 [4] w.o.  

   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 [8]

25 高雄市 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 [8]  6-0

  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 [8]  

26 台南市 陳政峰 w.o.  

   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 [8]

27 宜蘭縣 游弘廷  6-1

  康順傅  

28 雲林縣 康順傅 6-2  

   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劉富聰 [8]

29 新北市 謝明吉  6-1

  林守彥  

30 桃園縣 林守彥 w.o.  

   林守彥

31 台北市 王丕傑  6-2

  王丕傑  

32 台中市 林秉豐林秉豐林秉豐林秉豐 [2] w.o.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單女單女單女單4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南投縣 李碧玲李碧玲李碧玲李碧玲 [1]  

  李碧玲李碧玲李碧玲李碧玲 [1]

2  Bye   

   蔡嘉頤

3 新北市 郭錦秀  w.o.

  蔡嘉頤  

4 高雄市 蔡嘉頤 6-3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3]

5 嘉義市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3]  6-4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3]  

6  Bye   

   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張杏枝 [3]

7 台中市 曾茹楓  6-1

  曾茹楓  

8  Bye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2]

9 台北市 陳韻雯  7-5

  陳韻雯  

10  Bye   

   陳韻雯

11  Bye  6-4

  鄭玉娟鄭玉娟鄭玉娟鄭玉娟 [4]  

12 台中市 鄭玉娟鄭玉娟鄭玉娟鄭玉娟 [4]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2]

13 雲林縣 廖翠娥  6-1

  廖翠娥  

14 高雄市 黃淑貞 6-0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2]

15  Bye  6-2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2]  

16 嘉義市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4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花蓮縣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1]

1 高雄市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1]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2  Bye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1]

彰化縣 倪正芳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3 彰化縣 梁見聰 倪正芳 6-0

台中市 廖茂奇 梁見聰  

4 台中市 葉佳鋕 6-4 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余鎮瑋 [1]

台中市 張志同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5 台中市 曾尚志 張志同 6-2

台南市 陳聖政 曾尚志  

6 台南市 陳致元 w.o. 張志同

新北市 林世淵  曾尚志

7 新北市 陳星誌 林世淵 6-0

新竹市 張志強 陳星誌  

8 新竹市 李沛承 w.o. 劉富聰

 柯宏宜  郭哲軒

9 台中市 蔡永民 劉富聰 6-3

高雄市 劉富聰 郭哲軒  

10 高雄市 郭哲軒 6-2 劉富聰

宜蘭縣 林宏哲  郭哲軒

11 宜蘭縣 黃嘉文 林宏哲 6-2

彰化縣 盧明宗 黃嘉文  

12 彰化縣 陳丁源 7-6(4) 劉富聰

新北市 張恩言  郭哲軒

13 新北市 謝明吉 張恩言 6-2

雲林縣 徐志偉 謝明吉  

14 雲林縣 陳威州 w.o. 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 [2]

   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

15  Bye 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 [2] 6-0

高雄市 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佘志倫 [2] 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  

16 高雄市 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潘志宏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雙女雙女雙女雙4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曾茹楓曾茹楓曾茹楓曾茹楓 [1]

1 台中市 羅秀蓮羅秀蓮羅秀蓮羅秀蓮 曾茹楓曾茹楓曾茹楓曾茹楓 [1]

  羅秀蓮羅秀蓮羅秀蓮羅秀蓮

2  Bye  曹怡雯

台北市 楊曉玲  郭錦秀

3 台北市 陳韻雯 曹怡雯 6-3

台北市 曹怡雯 郭錦秀  

4 新北市 郭錦秀 6-2 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 [2]

台中市 徐梅桂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5 台中市 黃桂香 吳嫦偉 6-1

桃園縣 吳嫦偉 蔡嘉頤  

6 高雄市 蔡嘉頤 6-1 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 [2]

花蓮縣 張月雲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7 新北市 林云媚 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 [2] 6-3

嘉義市 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陳美切 [2]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8 嘉義市 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黃薏蓉 w.o.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4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雲林縣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

2  Bye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

3 台北市 林俊良  6-2

  張育誠  

4 苗栗縣 張育誠 6-4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

5  Bye  6-4

  劉宏斌  

6 台中市 劉宏斌   

   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 [14]

7  Bye  6-2

  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 [14]  

8 雲林縣 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李建德 [14]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

9 高雄市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10]  6-2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10]  

10  Bye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10]

11  Bye  6-1

  蕭秀山  

12 台東市 蕭秀山   

   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陳昭印 [10]

13 台北市 黃仁政  6-2

  黃仁政  

14  Bye   

   韓文韓文韓文韓文喆喆喆喆 [6]

15  Bye  6-1

  韓文韓文韓文韓文喆喆喆喆 [6]  

16 雲林縣 韓文韓文韓文韓文喆喆喆喆 [6]   

   胡家麟

17 高雄市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3]  6-4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3]  

18  Bye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3]

19 台中市 羅文杰  6-3

  羅文杰  

20 彰化縣 蔡瑞春 6-1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3]

21  Bye  6-3

  張憲郎  

22 台南市 張憲郎   

   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 [16]

23  Bye  6-1

  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 [16]  

24 台中市 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廖遠志 [16]   

   胡家麟

25 新竹縣 徐德富徐德富徐德富徐德富 [8]  6-4

  徐德富徐德富徐德富徐德富 [8]  



26  Bye   

   胡家麟

27 新竹市 胡家麟  6-1

  胡家麟  

28  Bye   

   胡家麟

29 台東市 林佑城  6-4

  林佑城  

30  Bye   

   林佑城

31  Bye  6-3

  王傳慶王傳慶王傳慶王傳慶 [11]  

32 高雄市 王傳慶王傳慶王傳慶王傳慶 [11]   

   胡家麟

33 新竹市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6-4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34  Bye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35 苗栗縣 尤偉仕  6-0

  尤偉仕  

36  Bye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37  Bye  6-4

  許展儒  

38 高雄市 許展儒   

   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 [12]

39  Bye  6-2

  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 [12]  

40 宜蘭縣 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黃嘉文 [12]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41 高雄市 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 [13]  6-4

  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 [13]  

42  Bye   

   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洪文平 [13]

43 雲林縣 陳威州  6-1

  陳威州  

44  Bye   

   張榮宏

45 台中市 張榮宏  6-2

  張榮宏  

46  Bye   

   張榮宏

47  Bye  6-3

  廖連昇廖連昇廖連昇廖連昇 [4]  

48 高雄市 廖連昇廖連昇廖連昇廖連昇 [4]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5]

49 台中市 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 [7]  6-4

  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 [7]  

50  Bye   

   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 [7]

51 台南市 沈傳凱  6-2

  沈傳凱  

52  Bye   

   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吳甫彥 [7]

53  Bye  6-2

  江文書  



54 南投市 江文書   

   江文書

55  Bye  6-4

  陳見華陳見華陳見華陳見華 [9]  

56 宜蘭縣 陳見華陳見華陳見華陳見華 [9]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

57 台中市 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 [15]  6-1

  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 [15]  

58  Bye   

   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邱永鎮 [15]

59 台中市 徐高利  6-2

  徐高利  

60  Bye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

61 高雄市 翁政棋  6-4

  王治平  

62 台北市 王治平 6-4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

63  Bye  6-0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  

64 台北市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單女單女單女單4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1]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1]

2  Bye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1]

3 台北市 曹怡雯  6-0

  魏慈慧  

4 嘉義市 魏慈慧 7-5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1]

5 新北市 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 [3]  6-0

  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 [3]  

6  Bye   

   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陳浩琦 [3]

7 台中市 羅瑞瑜  6-3

  羅瑞瑜  

8  Bye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1]

9 桃園縣 吳嫦偉  6-2

  吳嫦偉  

10 台中市 陳秋華 6-4  

   吳嫦偉

11  Bye  6-0

  陳瑞美陳瑞美陳瑞美陳瑞美 [4]  

12 台北市 陳瑞美陳瑞美陳瑞美陳瑞美 [4]   

   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 [2]

13  Bye  6-1

  楊曉玲  

14 台北市 楊曉玲   

   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 [2]

15  Bye  6-1

  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 [2]  

16 雲林縣 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鍾淑倫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4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 [1]

1 台中市 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 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 [1]

  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

2  Bye  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林威仰 [1]

台中市 倪聖凱  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邱盛傳

3 台中市 陳俊嘉 張憲郎 w.o.

台南市 張憲郎 許展儒  

4 高雄市 許展儒 w.o. 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 [5]

   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

5  Bye 巫景輝 6-2

彰化縣 巫景輝 黃景源  

6 彰化縣 黃景源  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 [5]

   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

7  Bye 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 [5] 6-4

台中市 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 [5] 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  

8 台中市 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  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廖俊輝 [5]

台中市 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 [3]  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林逢甲

9 台中市 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 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 [3] 6-4

  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  

10  Bye  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蕭國偉 [3]

台中市 羅文杰  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陳偉成

11 台中市 陳秋華 王傳慶 6-1

高雄市 王傳慶 翁政棋  

12 高雄市 翁政棋 6-2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7]

台中市 吳甫彥  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

13 新竹縣 徐德富 吳甫彥 6-4

台中市 洪丞風 徐德富  

14 台中市 董文抵 6-1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7]

   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

15  Bye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7] 7-6(4)

新竹市 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戴光志 [7] 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  

16 新竹市 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胡家麟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台中市 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 [6]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7 台中市 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 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 [6] 6-4

  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  

18  Bye  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 [6]

雲林縣 李建德  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

19 雲林縣 韓文喆 李建德 7-6(5)

台中市 林翊軒 韓文喆  

20 台中市 白文華 6-4 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劉坤明 [6]

台東市 林佑城  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巫俍興

21 台東市 蕭秀山 林佑城 6-1

台中市 張益鈞 蕭秀山  

22 台中市 林達雄 6-3 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 [4]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23  Bye 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 [4] w.o.

高雄市 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蔣宜勳 [4]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24 高雄市 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蘇晏永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高雄市 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 [8]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25 台北市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 [8] 7-6(4)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6  Bye  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吳東坤 [8]

台中市 徐高利  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陳宜超

27 台中市 林子凱 徐高利 6-2

  林子凱  

28  Bye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台中市 張榮宏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29 台中市 胡登富 徐茂益 7-6(5)

彰化縣 徐茂益 蔡瑞春  

30 彰化縣 蔡瑞春 6-3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31  Bye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6-1

雲林縣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2]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32 雲林縣 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陳銘曲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雙女雙女雙女雙4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高雄市 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 [1]

1 高雄市 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 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 [1]

  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

2  Bye  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 [1]

新北市 何淑貞  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

3 新北市 陳浩琦 何淑貞 6-4

台中市 信田有美 陳浩琦  

4 台中市 張慧貞 6-2 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曾尹美 [1]

台中市 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 [4]  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邵秀玫

5 台中市 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 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 [4] 6-2

  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  

6  Bye  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吳惠玲 [4]

台中市 羅瑞瑜  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藍素琴

7 台中市 陳貞丰 羅瑞瑜 6-0

  陳貞丰  

8  Bye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2]

   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

9  Bye 鍾淑倫 6-4

雲林縣 鍾淑倫 黃素芳  

10 雲林縣 黃素芳  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 [3]

   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

11  Bye 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 [3] 7-6(11)

屏東縣 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曾雅萍 [3] 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  

12 屏東縣 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萬慶鳳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2]

   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

13  Bye 謝文玲 6-3

台北市 謝文玲 陳瑞美  

14 台北市 陳瑞美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2]

   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

15  Bye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2] 6-0

台中市 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張秀英 [2] 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  

16 台中市 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黃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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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男單男單男單5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2  Bye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3 台南市 蔡志明  6-1

  蔡志明  

4 高雄市 陳智遠 6-2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5  Bye  6-0

  趙先臺  

6 台北市 趙先臺   

   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 [16]

7  Bye  w.o.

  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 [16]  

8 苗栗縣 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張建彬 [16]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9 新竹市 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 [9]  6-4

  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 [9]  

10  Bye   

   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黃紹仁 [9]

11 新北市 陳志宏  6-2

  邵克強  

12 屏東市 邵克強 7-5  

   朱銘昱

13 台中市 林宏順  7-6(4)

  朱銘昱  

14 宜蘭市 朱銘昱 6-1  

   朱銘昱

15  Bye  6-3

  廖啟雲廖啟雲廖啟雲廖啟雲 [8]  

16 高雄市 廖啟雲廖啟雲廖啟雲廖啟雲 [8]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17 彰化縣 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 [3]  6-2

  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 [3]  

18  Bye   

   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 [3]

19 桃園縣 韓國榮  6-0

  韓國榮  

20 台北市 陳子欣 w.o.  

   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 [3]

21  Bye  6-0

  廖永徽  

22 台中市 廖永徽   

   廖永徽

23  Bye  6-4

  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 [14]  

24 高雄市 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 [14]   

   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劉瑞星 [3]

25 台中市 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 [12]  7-5

  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 [12]  

26  Bye   

   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林建成 [12]



27 台南市 蔡政芳  w.o.

  蔡政芳  

28  Bye   

   林國雄

29 嘉義市 林國雄  6-3

  林國雄  

30 台中市 陳佳彬 6-0  

   林國雄

31  Bye  7-5

  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 [6]  

32 新北市 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 [6]   

   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張光輝 [1]

33 花蓮縣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7]  6-0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7]  

34  Bye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7]

35 南投縣 饒維洲  6-1

  溫瑞鏞  

36 新竹市 溫瑞鏞 6-3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7]

37 台南市 張玉樹  6-4

  林雙和  

38 新北市 林雙和 6-3  

   羅羅羅羅    欽欽欽欽 [10]

39  Bye  6-3

  羅羅羅羅    欽欽欽欽 [10]  

40 台中市 羅羅羅羅    欽欽欽欽 [10]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41 高雄市 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 [13]  6-0

  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 [13]  

42  Bye   

   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官懷仁 [13]

43 台中市 饒連輝  w.o.

  饒連輝  

44  Bye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45 新北市 蘇文琪  6-0

  蘇文琪  

46 台北市 許國仁 6-3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47  Bye  6-3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48 台中市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4]

49 雲林縣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5]  7-5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5]  

50  Bye   

   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謝憲宜 [5]

51 台中市 潘    霖  6-1

  潘    霖  

52 台北市 王佑麟 6-1  

   郭繼華

53 台北市 郭繼華  7-6(2)

  郭繼華  

54 台南市 康耀中 6-1  

   郭繼華

55  Bye  6-2



  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 [11]  

56 高雄市 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 [11]   

   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 [2]

57 新北市 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 [15]  6-1

  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 [15]  

58  Bye   

   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林文龍 [15]

59 高雄市 李錫嶧  6-3

  李錫嶧  

60  Bye   

   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 [2]

61 宜蘭市 林訓平  6-1

  劉偉銘  

62 台北市 劉偉銘 6-3  

   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 [2]

63  Bye  6-2

  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 [2]  

64 台中市 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吳子揚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單女單女單女單5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新北市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2  Bye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3 嘉義市 郭冠汝  6-4

  張碧芬  

4 台北市 張碧芬 6-2  

   張麗玲

5 嘉義市 劉美霞劉美霞劉美霞劉美霞 [3]  7-5

  劉美霞劉美霞劉美霞劉美霞 [3]  

6  Bye   

   張麗玲

7 新北市 張麗玲  6-2

  張麗玲  

8  Bye   

   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 [2]

9  Bye  6-4

  陳美切  

10 嘉義市 陳美切   

   陳美切

11  Bye  6-0

  陳貞丰  

12 台中市 陳貞丰   

   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 [2]

13  Bye  7-5

  何淑貞  

14 新北市 何淑貞   

   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 [2]

15  Bye  6-2

  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 [2]  

16 台南市 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章春嵐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5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新北市 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 [1]

1 花蓮縣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劉益源 [1]

  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陳文岳

2  Bye  劉瑞星

台中市 蕭添正  黃紹仁

3 台中市 謝玟岳 劉瑞星 7-6(5)

彰化縣 劉瑞星 黃紹仁  

4 新竹市 黃紹仁 6-1 劉瑞星

台中市 林宏順  黃紹仁

5 台中市 金溟盛 陳信夫 6-4

桃園縣 陳信夫 陳寶星  

6 桃園縣 陳寶星 6-1 陳信夫

   陳寶星

7  Bye 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 [5] 6-2

高雄市 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朱逸峰 [5] 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  

8 高雄市 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閔子甦  劉瑞星

台中市 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 [3]  黃紹仁

9 台中市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 [3] 6-4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10  Bye  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 [3]

台北市 劉偉銘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11 台北市 趙先臺 鄭茂宏 6-1

新北市 鄭茂宏 顏鳳旗  

12 台北市 顏鳳旗 w.o. 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何奇鍊 [3]

台南市 康耀中  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郭權財

13 台南市 林世傑 江宜禮 6-0

台中市 江宜禮 陳佳彬  

14 台中市 陳佳彬 6-2 江宜禮

   陳佳彬

15  Bye 符詔銘符詔銘符詔銘符詔銘 [6] 6-4

新北市 符詔銘符詔銘符詔銘符詔銘 [6] 陳志宏陳志宏陳志宏陳志宏  

16 新北市 陳志宏陳志宏陳志宏陳志宏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新北市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17 台中市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6-4

台中市 張廖萬家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18 台中市 葉秋林 6-1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新北市 林文龍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19 新北市 林雙和 林文龍 6-2

台中市 劉勇俊 林雙和  

20 台中市 鄭振遠 6-2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台南市 張玉樹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21 台南市 蔡政芳 陳智遠 6-3

高雄市 陳智遠 陳至欽  

22 高雄市 陳至欽 w.o. 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 [4]

   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



23  Bye 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 [4] 6-1

台中市 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林松雄 [4] 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  

24 台中市 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陳建欣  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張瓏耀 [8]

台中市 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 [7]  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張竹修

25 台中市 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 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 [7] 6-3

  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  

26  Bye  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吳鎮龍 [7]

屏東市 邵克強  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周勳琮

27 屏東市 陳永恭 邵克強 6-1

高雄市 官懷仁 陳永恭  

28 高雄市 廖啟雲 6-4 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 [2]

台中市 羅    欽  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

29 台中市 陳明佑 蘇文琪 6-1

新北市 蘇文琪 蘇文祥  

30 台北市 蘇文祥 6-1 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 [2]

   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

31  Bye 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 [2] 6-3

台北市 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江勁憲 [2] 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  

32 台北市 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郭繼華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雙女雙女雙女雙5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新北市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1 台中市 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南投縣 劉國珍 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

2 南投縣 林玉玲 7-6(1)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台南市 王淑嫚  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

3 台南市 章春嵐 侯秋媛 6-2

台北市 侯秋媛 張麗玲  

4 新北市 張麗玲 w.o. 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李明潔 [1]

新竹市 范憶萍  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潘玲珠

5 屏東縣 陳佩如 范憶萍 6-3

嘉義市 許麗鐘 陳佩如  

6 嘉義市 魏慈慧 7-5 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 [2]

新北市 張碧芬  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

7 台北市 林世齡 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 [2] 6-3

台中市 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李蕙琴 [2] 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  

8 台中市 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許金玉 6-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5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 [1]  

  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 [1]

2  Bye   

   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劉良景 [1]

3 台北市 李錫佳  6-1

  李錫佳  

4 新竹縣 李維德 6-2  

   陳寶星

5  Bye  6-2

  謝慶堂  

6 高雄市 謝慶堂   

   陳寶星

7  Bye  6-3

  陳寶星  

8 桃園縣 陳寶星   

   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 [11]

9 屏東市 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 [11]  6-3

  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 [11]  

10  Bye   

   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 [11]

11 台中市 鍾家桂  6-2

  鍾家桂  

12  Bye   

   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邱炳煌 [11]

13  Bye  6-3

  蔡能峰  

14 南投縣 蔡能峰   

   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 [6]

15  Bye  6-2

  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 [6]  

16 台北市 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郭飛龍 [6]   

   陳金來

17 高雄市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4]  6-1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4]  

18  Bye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4]

19 台北市 翁德政  6-1

  翁德政  

20  Bye   

   陳金來

21  Bye  6-2

  陳金來  

22 新竹市 陳金來   

   陳金來



23  Bye  6-0

  謝篤恩  

24 台北市 謝篤恩   

   陳金來

25 台北市 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 [10]  6-2

  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 [10]  

26  Bye   

   朱慧深

27 桃園市 朱慧深  6-3

  朱慧深  

28  Bye   

   朱慧深

29 基隆市 林崇堅  6-4

  林崇堅  

30 新北市 陳海山 6-4  

   林崇堅

31  Bye  6-3

  賴奎彰賴奎彰賴奎彰賴奎彰 [7]  

32 彰化縣 賴奎彰賴奎彰賴奎彰賴奎彰 [7]   

   黃欽詮

33 新竹市 葉日煌葉日煌葉日煌葉日煌 [8]  6-3

  葉日煌葉日煌葉日煌葉日煌 [8]  

34  Bye   

   何奇鍊

35 台中市 何奇鍊  6-4

  何奇鍊  

36 桃園市 周克中 6-1  

   何奇鍊

37  Bye  6-2

  張隆鎮  

38 台中市 張隆鎮   

   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 [9]

39  Bye  2-3 Ret.

  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 [9]  

40 台北市 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 [9]   

   何奇鍊

41 台中市 李潮勝  6-3

  李潮勝  

42  Bye   

   李潮勝

43 台北市 蘇文祥  6-2

  蘇文祥  

44  Bye   

   李潮勝

45 屏東市 陳永恭  6-3

  林長寶  

46 高雄市 林長寶 6-1  

   林長寶

47  Bye  6-3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3]  



48 彰化縣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3]   

   黃欽詮

49 台北市 鍾富宇鍾富宇鍾富宇鍾富宇 [5]  3-0

  鍾富宇鍾富宇鍾富宇鍾富宇 [5]  

50  Bye   

   黃富南

51 新北市 黃富南  6-1

  黃富南  

52  Bye   

   黃富南

53  Bye  7-6(4)

  劉禮仁  

54 彰化縣 劉禮仁   

   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 [12]

55  Bye  6-2

  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 [12]  

56 台中市 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曾祥賢 [12]   

   黃欽詮

57 台中市 Armando  6-1

  Armando  

58  Bye   

   陳力弘

59 台北市 陳力弘  6-4

  陳力弘  

60  Bye   

   黃欽詮

61 台北市 王三昌  6-2

  黃欽詮  

62 南投縣 黃欽詮 6-1  

   黃欽詮

63  Bye  6-4

  康風都康風都康風都康風都 [2]  

64 高雄市 康風都康風都康風都康風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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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單女單女單女單5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花蓮縣 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 [1]  

  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 [1]

2  Bye   

   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 [1]

3 新北市 邱淑惠  6-0

  邱淑惠  

4 台中市 張慧貞 7-6(6)  

   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張月雲 [1]

5 高雄市 王秋梨  w.o.

  羅秀蓮  

6 台中市 羅秀蓮 7-5  

   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 [2]

7  Bye  7-5

  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 [2]  

8 新北市 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鄭瑞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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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雙男雙男雙男雙5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北市 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 [1]

1 台北市 陳進財陳進財陳進財陳進財 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陳宜胤 [1]

  陳進財陳進財陳進財陳進財

2  Bye  劉良景

台中市 劉良景  楊源順

3 台中市 楊源順 劉良景 6-2

新北市 陳海山 楊源順  

4 新北市 黃富南 6-1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彰化縣 戰克鶴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5 彰化縣 王聰熙 戰克鶴 6-3

台中市 廖繼揚 王聰熙  

6  汪承安 6-4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7  Bye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6-1

彰化縣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8 南投縣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台中市 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 [4]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9 高雄市 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 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 [4] 7-6(5)

  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  

10  Bye  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梁友文 [4]

彰化縣 劉禮仁  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蔡鎮隆

11 彰化縣 陳怡成 曾祥賢 6-2

台中市 曾祥賢 王德忠  

12 台中市 王德忠 6-1 鍾文雄

新竹市 吳清錦  黃瑞程

13 新竹市 葉日煌 鍾文雄 7-5

台中市 鍾文雄 黃瑞程  

14 台中市 黃瑞程 6-2 鍾文雄

高雄市 劉建宏  黃瑞程

15 高雄市 賴昆光 吳永裕吳永裕吳永裕吳永裕 [7] 6-2

桃園市 吳永裕吳永裕吳永裕吳永裕 [7] 周源銘周源銘周源銘周源銘  

16 桃園市 周源銘周源銘周源銘周源銘 6-4 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陳進祿 [6]

台中市 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 [8]  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黃欽詮

17 台中市 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 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 [8] 6-1

新竹市 劉耀華 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  

18 新竹市 陳金來 6-4 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張富國 [8]

桃園市 朱慧深  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陳政平

19 宜蘭縣 沈誠忠 康風都 6-2

高雄市 康風都 張世珍  

20 彰化縣 張世珍 6-1 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 [3]

彰化縣 楊志和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21 彰化縣 洪旭盛 吳昆明 6-3

台中市 吳昆明 吳永灥  

22 台中市 吳永灥 6-1 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 [3]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23  Bye 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 [3] 6-1

高雄市 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 [3]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24 高雄市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謝慶堂 [3]

宜蘭縣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5]  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陳柱明

25 台北市 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5] w.o.

  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翁聖欽  

26  Bye  王三昌

台北市 王三昌  陳力弘

27 台北市 陳力弘 王三昌 6-1

台中市 鄭清隆 陳力弘  

28 台中市 黃慶和 6-1 王三昌

台中市 Armando  陳力弘

29 台北市 謝篤恩 林坤猛 6-4

台中市 林坤猛 陳秉和  

30 台中市 陳秉和 6-1 林坤猛

   陳秉和

31  Bye 戴兆信戴兆信戴兆信戴兆信 [2] 6-3

彰化縣 戴兆信戴兆信戴兆信戴兆信 [2] 蔡宗衡蔡宗衡蔡宗衡蔡宗衡  

32 彰化縣 蔡宗衡蔡宗衡蔡宗衡蔡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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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雙女雙女雙女雙5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陳阿鴦陳阿鴦陳阿鴦陳阿鴦 [1]

1 台中市 黃怡甄黃怡甄黃怡甄黃怡甄 陳阿鴦陳阿鴦陳阿鴦陳阿鴦 [1]

新北市 沈秀華 黃怡甄黃怡甄黃怡甄黃怡甄

2 新北市 邱淑惠 7-5 柯淑美

新北市 郭筱琳  黃綉晉

3 新北市 陳秋慧 柯淑美 6-0

屏東縣 柯淑美 黃綉晉  

4 高雄市 黃綉晉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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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男單男單男單6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2  Bye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3 彰化市 王瑋龍  6-2

  戴詒鵬  

4 台北市 戴詒鵬 6-3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5  Bye  6-2

  程源宏  

6 雲林縣 程源宏   

   吳清錦

7  Bye  6-4

  吳清錦  

8 新竹市 吳清錦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9 苗栗縣 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 [11]  6-1

  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 [11]  

10  Bye   

   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李忠華 [11]

11台中市 張文錫  6-3

  張文錫  

12  Bye   

   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 [5]

13宜蘭市 王明鴻  6-3

  左志輝  

14台中市 左志輝 w.o.  

   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 [5]

15  Bye  6-0

  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 [5]  

16新竹市 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宋偉雄 [5]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17台北市 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 [4]  6-1

  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 [4]  

18  Bye   

   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 [4]

19台中市 王勝顯  7-5

  余建政  

20高雄市 余建政 6-0  

   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 [4]

21  Bye  6-1

  沈誠忠  

22宜蘭縣 沈誠忠   

   沈誠忠



23  Bye  6-1

  陳永富  

24台中市 陳永富   

   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郭惠新 [4]

25桃園市 陳庭基陳庭基陳庭基陳庭基 [10]  7-5

  陳庭基陳庭基陳庭基陳庭基 [10]  

26  Bye   

   劉興章

27台中市 劉興章  w.o.

  劉興章  

28  Bye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6]

29台中市 林香筍  6-4

  林香筍  

30新北市 陳星誌 6-0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6]

31  Bye  6-2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6]  

32宜蘭縣 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林經敏 [6]   

   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林榮基 [1]

33新竹市 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 [8]  6-2

  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 [8]  

34  Bye   

   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 [8]

35南投縣 李振吉  6-3

  李振吉  

36台中市 陳登堡 6-4  

   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黃禎宏 [8]

37  Bye  6-3

  陳昱宏  

38台北市 陳昱宏   

   洪堯榮

39  Bye  6-3

  洪堯榮  

40台中市 洪堯榮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41桃園市 謝欽賢  6-4

  謝欽賢  

42  Bye   

   關永才

43台中市 關永才  6-1

  關永才  

44  Bye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45台中市 周忠男  6-1

  周忠男  

46花蓮縣 楊曜光 w.o.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47  Bye  6-1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48宜蘭縣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謝文勇 [3]

49台北市 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 [7]  7-6(4)

  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 [7]  

50  Bye   

   杜冠霖

51台中市 楊春城  6-4

  杜冠霖  

52高雄市 杜冠霖 6-2  

   杜冠霖

53  Bye  6-4

  林振益  

54桃園市 林振益   

   林振益

55  Bye  7-5

  羅光永羅光永羅光永羅光永 [9]  

56台中市 羅光永羅光永羅光永羅光永 [9]   

   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 [2]

57新竹市 林玹鋒  6-0

  林玹鋒  

58  Bye   

   邱雲滉

59桃園縣 邱雲滉  w.o.

  邱雲滉  

60  Bye   

   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 [2]

61台中市 孔令名  6-1

  孔令名  

62新竹縣 李玉海 w.o.  

   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 [2]

63  Bye  6-0

  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 [2]  

64南投縣 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游貴柱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單女單女單女單6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新北市 沈秀華沈秀華沈秀華沈秀華 [1]  

  李金栗

2 台東市 李金栗 6-1  

   林世齡

3 桃園市 劉明珠  6-3

  林世齡  

4 台北市 林世齡 6-1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6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1 台中市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2  Bye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台中市 蘇錦堂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3 台北市 詹行愨 蘇錦堂 6-4

彰化市 洪坤正 詹行愨  

4 彰化市 王瑋龍 6-0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宜蘭市 王明鴻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5 台北市 翁明俊 沈天保 6-4

台中市 沈天保 關永才  

6 台中市 關永才 w.o. 沈天保

   關永才

7  Bye 張燦中張燦中張燦中張燦中 [8] w.o.

桃園縣 張燦中張燦中張燦中張燦中 [8] 林玹鋒林玹鋒林玹鋒林玹鋒  

8 新竹市 林玹鋒林玹鋒林玹鋒林玹鋒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高雄市 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 [3]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9 高雄市 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 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 [3] 6-1

  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  

10  Bye  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 [3]

花蓮縣 楊曜光  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

11 花蓮縣 葉百春 施育鈞 6-0

台中市 施育鈞 沈明樂  

12 台中市 沈明樂 w.o. 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余建政 [3]

彰化縣 謝錦璋  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杜冠霖

13 彰化縣 黃萬盾 曾國珍 6-2

台中市 曾國珍 石家璧  

14 台中市 石家璧 6-4 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 [7]

   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

15  Bye 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 [7] 6-4

新竹縣 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李玉海 [7] 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  

16 台北市 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黃文華  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欉勁燁 [1]

高雄市 林榮財林榮財林榮財林榮財 [6]  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欉啟性

17 高雄市 涂有財涂有財涂有財涂有財 林榮財林榮財林榮財林榮財 [6] 6-1

  涂有財涂有財涂有財涂有財  

18  Bye  毛    驥

台北市 毛    驥  許淳林

19 台北市 許淳林 毛    驥 6-2

台中市 張天和 許淳林  

20 台中市 郭芳榮 6-1 毛    驥

苗栗縣 謝文廣  許淳林

21 桃園縣 邱雲滉 王振榮 6-4

彰化縣 王振榮 陳裕隆  

22 彰化縣 陳裕隆 6-2 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 [4]

   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



23  Bye 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 [4] 6-3

台中市 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王俊龍 [4] 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  

24 台中市 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盧天龍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2]

台中市 劉仲甫劉仲甫劉仲甫劉仲甫 [5]  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

25 台中市 劉宏溎劉宏溎劉宏溎劉宏溎 劉仲甫劉仲甫劉仲甫劉仲甫 [5] 6-3

  劉宏溎劉宏溎劉宏溎劉宏溎  

26  Bye  劉兆平

苗栗縣 劉兆平  李忠華

27 苗栗縣 李忠華 劉兆平 6-2

台中市 俞平貴 李忠華  

28 台中市 賴貴雄 6-1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2]

新竹市 宋偉雄  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

29 新竹市 黃禎宏 宋偉雄 6-2

台中市 楊春城 黃禎宏  

30 台中市 蔡文魁 6-2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2]

   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

31  Bye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2] 6-4

高雄市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2] 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  

32 高雄市 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林啟宏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6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高雄市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2  Bye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3 台中市 江金隆  7-5

  葉    為  

4 彰化縣 葉    為 4-0 Ret.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5  Bye  6-4

  鄧穩貴  

6 台中市 鄧穩貴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9]

7  Bye  6-4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9]  

8 高雄市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9]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9 苗栗縣 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 [11]  6-1

  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 [11]  

10  Bye   

   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 [11]

11 台東市 張正興  6-1

  蔡鶯欽  

12 台中市 蔡鶯欽 6-3  

   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劉建民 [11]

13 台中市 劉辛騰  6-4

  劉辛騰  

14 屏東市 陳治藩 7-6(4)  

   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 [7]

15  Bye  7-5

  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 [7]  

16 高雄市 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劉玉德 [7]   

   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劉新地 [1]

17 台北市 林春慶林春慶林春慶林春慶 [3]  6-1

  林春慶林春慶林春慶林春慶 [3]  

18  Bye   

   張東佶

19 高雄市 張東佶  7-5

  張東佶  

20 台中市 沈天保 6-2  

   張東佶

21  Bye  6-1

  鄭國錡  

22 桃園市 鄭國錡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14]



23  Bye  6-1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14]  

24 高雄市 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吳國祥 [14]   

   張東佶

25 台中市 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 [12]  6-4

  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 [12]  

26  Bye   

   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 [12]

27 雲林縣 黃景庭  6-2

  黃景庭  

28 桃園市 尹大明 w.o.  

   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蘇錦堂 [12]

29 台東市 鍾茂基  6-2

  陳清亮  

30 桃園市 陳清亮 w.o.  

   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 [5]

31  Bye  7-5

  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 [5]  

32 台北市 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高碩文 [5]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33 台中市 中村秀明中村秀明中村秀明中村秀明 [6]  6-3

  中村秀明中村秀明中村秀明中村秀明  

34  Bye   

   辛俊徹

35 高雄市 辛俊徹  w.o.

  辛俊徹  

36 桃園市 游有恒 6-1  

   張徽熊

37 台中市 楊期忠  6-2

  張徽熊  

38 台北市 張徽熊 6-2  

   張徽熊

39  Bye  7-5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10]  

40 彰化縣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10]   

   張徽熊

41 桃園市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3]  w.o.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3]  

42  Bye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3]

43 高雄市 陳晚雄  7-5

  陳晚雄  

44 台南市 王松村 w.o.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3]

45 台南市 許崑山  6-3

  吳崇楨  

46 桃園市 吳崇楨 6-0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4]

47  Bye  6-3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4]  



48 高雄市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4]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49 高雄市 葉錦德葉錦德葉錦德葉錦德 [8]  6-3

  葉錦德葉錦德葉錦德葉錦德 [8]  

50  Bye   

   葉展雄

51 嘉義縣 葉展雄  7-6(3)

  葉展雄  

52 高雄市 孫盛展 6-1  

   葉展雄

53 台北市 陳登益  6-3

  蕭長金  

54 台中市 蕭長金 6-4  

   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 [15]

55  Bye  7-5

  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 [15]  

56 台南市 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李榮烈 [15]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57 台南市 黃世華黃世華黃世華黃世華 [16]  6-1

  黃世華黃世華黃世華黃世華 [16]  

58  Bye   

   施長蓋

59 彰化縣 施長蓋  6-3

  施長蓋  

60  Bye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61 苗栗縣 陳明亮  6-1

  段國明  

62 桃園市 段國明 6-3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63  Bye  6-1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64 高雄市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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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單女單女單女單6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桃園市 陳來紅  

  陳來紅

2  Bye   

   吳淑郁

3 新北市 簡寶星  6-4

  吳淑郁  

4 雲林縣 吳淑郁 6-0  

   謝素蕊

5  Bye  w.o.

  王月華  

6 新北市 王月華   

   謝素蕊

7  Bye  6-1

  謝素蕊  

8 台中市 謝素蕊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6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高雄市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雄雄雄雄 [1]

1 高雄市 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雄雄雄雄 [1]

  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

2  Bye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雄雄雄雄 [1]

台中市 林金泉  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

3 台中市 陳裕雄 林金泉 6-2

台南市 王文裕 陳裕雄  

4 台南市 許崑山 6-4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雄雄雄雄 [1]

台中市 中村秀明  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

5 高雄市 劉新地 林正昇 6-2

台北市 林正昇 羅光松  

6 台北市 羅光松 6-1 林正昇

桃園市 李光祖  羅光松

7 桃園市 段國明 葉葉葉葉    為為為為 [8] 6-2

彰化縣 葉葉葉葉    為為為為 [8] 黃瑞添黃瑞添黃瑞添黃瑞添  

8 南投縣 黃瑞添黃瑞添黃瑞添黃瑞添 7-5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雄雄雄雄 [1]

高雄市 孫盛展孫盛展孫盛展孫盛展 [4]  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林文宏

9 高雄市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孫盛展孫盛展孫盛展孫盛展 [4] 6-3

桃園市 尹大明 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曹超玲  

10 台南市 王松村 w.o. 劉建民

苗栗縣 劉建民  陳治藩

11 屏東市 陳治藩 劉建民 6-2

台中市 李友恭 陳治藩  

12 台中市 賴文進 6-1 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 [6]

高雄市 張東佶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13 高雄市 葉錦祥 張東佶 6-2

台中市 林可平 葉錦祥  

14 台中市 鄧穩貴 6-1 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 [6]

台中市 詹文卿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15 苗栗縣 陳明亮 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 [6] 6-4

台中市 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江上進 [6]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16 彰化縣 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蔡坤林 6-2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雲林縣 李英智李英智李英智李英智 [7]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7 雲林縣 黃景庭黃景庭黃景庭黃景庭 李英智李英智李英智李英智 [7] 6-4

台北市 張徽熊 黃景庭黃景庭黃景庭黃景庭  

18 台北市 林春慶 6-4 葉錦德

高雄市 葉錦德  陳晚雄

19 高雄市 陳晚雄 葉錦德 6-2

台中市 江金隆 陳晚雄  

20 台中市 蘇武傑 6-4 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 [3]

台中市 盧民鋒  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

21 台南市 陳水龍 盧民鋒 6-3

台中市 吳世輝 陳水龍  

22 台中市 王元龍 6-4 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 [3]

   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



23  Bye 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 [3] 6-0

高雄市 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康文守 [3] 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  

24 高雄市 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李孟賢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高雄市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5]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25 高雄市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5] 6-4

台中市 呂柏瑩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26 台中市 魏和昭 6-2 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張殷嘉 [5]

台中市 劉    斌  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楊振鑫

27 台中市 沈建益 王聰明 w.o.

台北市 王聰明 陳登益  

28 台北市 陳登益 6-2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台中市 林斯穎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29 彰化縣 鐘德政 林斯穎 7-6(5)

台中市 楊期忠 鐘德政  

30 台中市 黃木權 6-1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31  Bye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6-1

台中市 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王國衍 [2]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32 桃園市 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王興科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女雙女雙女雙女雙6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謝素蕊

1 台中市 陳麗玉 謝素蕊

新北市 王月華 陳麗玉

2 新北市 簡寶星 w.o. 吳淑郁

雲林縣 吳淑郁  林春美

3 台北市 林春美 吳淑郁 6-3

桃園市 劉淑華 林春美  

4 桃園市 陳來紅 7-6(5)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7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高雄市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1]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1]

2  Bye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1]

3 嘉義市 許有河  6-1

  王聰明  

4 台北市 王聰明 w.o.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1]

5  Bye  6-0

  黃坤城  

6 台中市 黃坤城   

   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 [14]

7  Bye  w.o.

  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 [14]  

8 台北市 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林幸福 [14]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1]

9 南投縣 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 [11]  6-1

  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 [11]  

10  Bye   

   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謝德亮 [11]

11 高雄市 李俊德  6-2

  李俊德  

12  Bye   

   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 [7]

13  Bye  6-4

  張    文  

14 新北市 張    文   

   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 [7]

15  Bye  6-3

  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 [7]  

16 台中市 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顏榮洲 [7]   

   李門騫

17 台中市 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 [4]  6-2

  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 [4]  

18  Bye   

   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 [4]

19 台南市 徐瑞榮  6-1

  徐瑞榮  

20  Bye   

   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薛景盛 [4]

21 台中市 楊金平  6-3

  余是庸  

22 台北市 余是庸 6-2  

   余是庸



23  Bye  6-3

  楊國昌楊國昌楊國昌楊國昌 [13]  

24 新竹市 楊國昌楊國昌楊國昌楊國昌 [13]   

   李門騫

25  魏文欽魏文欽魏文欽魏文欽 [12]  6-2

  魏文欽魏文欽魏文欽魏文欽 [12]  

26  Bye   

   李門騫

27 台中市 李門騫  w.o.

  李門騫  

28  Bye   

   李門騫

29  Bye  7-5

  葉百春  

30 花蓮縣 葉百春   

   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 [8]

31  Bye  w.o.

  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 [8]  

32 高雄市 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李良順 [8]   

   李英智

33 台中市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6]  6-2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6]  

34  Bye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6]

35 桃園市 程明振  6-0

  程明振  

36  Bye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6]

37  Bye  6-3

  周尊五  

38 高雄市 周尊五   

   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 [9]

39  Bye  6-1

  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 [9]  

40 台南市 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陳俊偉 [9]   

   李英智

41 新竹縣 顏德隆顏德隆顏德隆顏德隆 [15]  6-3

  顏德隆顏德隆顏德隆顏德隆 [15]  

42  Bye   

   李英智

43 雲林縣 李英智  6-0

  李英智  

44  Bye   

   李英智

45 台中市 林智廣  6-0

  顏添煌  

46 台中市 顏添煌 6-1  

   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 [3]

47  Bye  6-0

  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 [3]  



48 高雄市 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張振漢 [3]   

   李英智

49 高雄市 吳新喜吳新喜吳新喜吳新喜 [5]  6-3

  吳新喜吳新喜吳新喜吳新喜 [5]  

50  Bye   

   周金榮

51 彰化縣 周金榮  6-2

  周金榮  

52  Bye   

   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 [10]

53  Bye  6-0

  吳金霖  

54 桃園市 吳金霖   

   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 [10]

55  Bye  6-0

  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 [10]  

56 台中市 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莊奎文 [10]   

   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 [2]

57 南投縣 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 [16]  6-1

  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 [16]  

58  Bye   

   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 [16]

59 桃園市 戴振煌  6-3

  戴振煌  

60  Bye   

   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 [2]

61 台中市 廖宗賢  6-2

  廖宗賢  

62 高雄市 羅健銘 w.o.  

   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 [2]

63  Bye  6-2

  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 [2]  

64 台北市 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邱錫吉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7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高雄市 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 [1]

1 高雄市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 [1]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2  Bye  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 [1]

台中市 洪金龍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3 台中市 鍾文彬 謝德亮 7-5

南投縣 謝德亮 黃明水  

4 台中市 黃明水 6-3 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 [1]

台北市 林幸福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5 台北市 練有能 林幸福 6-4

台中市 傅國盛 練有能  

6 台中市 廖學宣 6-0 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 [4]

彰化縣 周金榮  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

7 台中市 顏榮洲 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 [4] 6-3

台中市 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姜林明 [4] 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  

8 台中市 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林文進 6-3 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倪滿銘 [1]

新北市 張張張張    文文文文 [3]  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劉雲忠

9 南投縣 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 張張張張    文文文文 [3] 6-3

台中市 廖宗賢 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郭文深  

10 台中市 曾國男 7-5 許源忠

台北市 許源忠  邱錫吉

11 台北市 邱錫吉 許源忠 6-3

桃園市 戴振煌 邱錫吉  

12 桃園市 李信吉 6-3 許源忠

台中市 吳鴻程  邱錫吉

13 台中市 袁菊芳 周尊五 6-3

高雄市 周尊五 李俊德  

14 高雄市 李俊德 6-4 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 [2]

台中市 林智廣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15 台中市 楊金平 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 [2] w.o.

台中市 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官萬豪 [2]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16 台中市 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胡昌智 w.o.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7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 [1]  

  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 [1]

2  Bye   

   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 [1]

3 高雄市 葉英鎮  6-1

  張登貴  

4 新北市 張登貴 7-6(0)  

   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江宏凱 [1]

5 台中市 蔡龍根  6-4

  湯慶智  

6 苗栗縣 湯慶智 6-3  

   張紹崇

7  Bye  7-6(4)

  張紹崇  

8 台北市 張紹崇   

   洪健次

9 南投縣 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 [3]  6-3

  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 [3]  

10  Bye   

   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莊金安 [3]

11 台中市 王振盛  6-0

  王振盛  

12 高雄市 石建勳 7-5  

   洪健次

13 台北市 洪健次  6-0

  洪健次  

14 台中市 曾國男 6-4  

   洪健次

15  Bye  6-4

  林金池  

16 雲林縣 林金池   

   陳謹生

17 台中市 吳永源  w.o.

  吳永源  

18  Bye   

   李信吉

19 桃園市 李信吉  6-3

  李信吉  

20 桃園縣 林良雄 7-5  

   李信吉

21 台東市 賴政市  6-1

  鐘武相  

22 台中市 鐘武相 w.o.  

   鐘武相



23  Bye  6-4

  陳守德  

24 台北市 陳守德   

   陳謹生

25 台南市 顏榮義  6-1

  顏榮義  

26  Bye   

   顏榮義

27 高雄市 黃道雄  6-3

  何勇南  

28 台中市 何勇南 6-0  

   陳謹生

29 南投縣 阮文雄  6-0

  陳謹生  

30 台北市 陳謹生 6-3  

   陳謹生

31  Bye  6-3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2]  

32 台中市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75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1]

1 台中市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1]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2  Bye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1]

台中市 王振盛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3 台中市 黃文瑞 王振盛 6-0

 侯榮吉 黃文瑞  

4 新北市 張登貴 6-4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1]

苗栗縣 吳盛祝吳盛祝吳盛祝吳盛祝 [3]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5 苗栗縣 湯慶智湯慶智湯慶智湯慶智 吳盛祝吳盛祝吳盛祝吳盛祝 [3] 6-1

  湯慶智湯慶智湯慶智湯慶智  

6  Bye  張紹崇

台中市 莊忠政  陳謹生

7 台中市 賴重雄 張紹崇 6-0

台北市 張紹崇 陳謹生  

8 台北市 陳謹生 6-1 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程朝勳 [1]

高雄市 石建勳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9 高雄市 葉英鎮 江宏凱 7-5

台中市 江宏凱 莊奎文  

10 台中市 莊奎文 6-1 江宏凱

   莊奎文

11  Bye 洪健次洪健次洪健次洪健次 [4] 6-1

台北市 洪健次洪健次洪健次洪健次 [4] 陳守德陳守德陳守德陳守德  

12 台北市 陳守德陳守德陳守德陳守德  江宏凱

台中市 何勇南  莊奎文

13 台中市 鐘武相 莊金安 6-2

南投縣 莊金安 蔡明吉  

14 南投縣 蔡明吉 6-1 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 [2]

   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

15  Bye 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 [2] 6-0

南投縣 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林孝祐 [2] 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  

16 南投縣 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阮文雄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單男單男單男單8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台中市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1]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1]

2  Bye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1]

3 高雄市 陳三田  6-2

  陳三田  

4 台北市 蘇耀新 6-6 Ret.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1]

5 桃園縣 傅相枝傅相枝傅相枝傅相枝 [4]  6-2

  趙榮耀  

6 台北市 趙榮耀 w.o.  

   趙榮耀

7 雲林縣 秦懷淞  6-2

  廖明星  

8 高雄市 廖明星 6-1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1]

9 台中市 陳松增  w.o.

  邱鴻鐘  

10 高雄市 邱鴻鐘 7-5  

   邱鴻鐘

11 台北市 邱木啟  6-2

  朱忠勇朱忠勇朱忠勇朱忠勇 [3]  

12 桃園縣 朱忠勇朱忠勇朱忠勇朱忠勇 [3] 6-0  

   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 [2]

13 台北市 李文炳  6-1

  賴水雄  

14 高雄市 賴水雄 w.o.  

   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 [2]

15  Bye  6-2

  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 [2]  

16 台中市 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張培堂 [2]  

  

 



108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年宏凱盃全國壯年網球錦標賽

男雙男雙男雙男雙80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半準決賽 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台中市 李李李李鈎鈎鈎鈎華華華華 [1]

1 台中市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李李李李鈎鈎鈎鈎華華華華 [1]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2  Bye  李李李李鈎鈎鈎鈎華華華華 [1]

高雄市 賴水雄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3 高雄市 邱鴻鐘 蘇耀新 6-2

台北市 蘇耀新 陳秀英  

4 新北市 陳秀英 7-6(5) 李李李李鈎鈎鈎鈎華華華華 [1]

   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陳當英

5  Bye 傅相枝 6-1

桃園縣 傅相枝 朱忠勇  

6 桃園縣 朱忠勇  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 [2]

   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

7  Bye 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 [2] w.o.

高雄市 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廖明星 [2] 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  

8 高雄市 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陳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