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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裕  輝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長賀詞

首先，感謝匯陽百貨事業公司主辦此一全國性網球團體錦標賽，讓全台各地的
網球好手能夠齊聚一堂同場較勁，也成功促使國內網球運動盛行，激勵青年學
子踴躍參與，推廣基層網球運動，為共同推動網球運動盡心盡力。

匯陽百貨事業公司長年致力於運動中心的推動發展及經營，落實全民運動政
策，讓所有人都能夠養成運動的好習慣。而臺北市為首善之都，經過多年奔走
以及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催生下，終於有了臺北市網球中心的落成，匯陽公
司也積極爭取該網球中心後續的維護及經營，讓這座國際級的網球場館發揮效
用。

我謹代表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感謝所有贊助單位的鼎力支持，特別感謝匯陽百貨
事業提供優質的場地及服務、也感謝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以及所有協辦單位的協
助。在此也預祝所有隊伍與選手們都能獲得佳績，並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Message from President of Chinese Taipei Tennis Association

Liaw, Yu-Hu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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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運動基礎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贊 助 單 位 ： 匯 陽 百 貨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永 紳 國 際 運 動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Slazenger)、 旭鴻國際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Babolat)、金車大塚股份有限

公司

會長：高俊雄

副會長：王水文、林哲宏、廖裕輝、廖佑霖

執行長：劉中興

副執行長：廖辰宗、吳岳澤

裁判長：王凌華

競賽組：張祝明

裁判組: 吳翰銜、吳佳穎、戴昌龍、莊乃穎、陳譜伍、林宥廷、

丁德利、陳廷基、王偉航、翁仁宏

行政組：郭晴欣、曾雅玲、李麗安、陳嘉琦

場地組：宋定聰

防護組：中國文化大學運動學系

賽會組織表



            6



      7

競賽規程（T-3）

　　　　　執行長：吳岳澤　0982-931205                         裁判長：王凌華　0920-728606 
 
一、宗旨：為回饋社會積極推展網球運動，並增進全民身心健康，促進網球技術之水平，特舉辦匯 
　　　　　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鼓勵全國各地熱愛網球者參與，希望藉此競技平台，以球會
　　　　　友、相互切磋，勉勵並培養學童網球專長與興趣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運動基礎發展協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網球中心

六、贊助單位：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永紳國際運動用品有限公司（Slazenger）、
　　　　　　　旭鴻國際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Babolat）、金車大塚股份有限公司

七、比賽日期：107年10月26日（星期五）至10月28日（星期日）
    　　　　　　※10月26日起安排大專乙組及國小組賽事，公開組、壯年組賽事，視報名狀況，原
　　　　　　　　則安排於27日起開賽

八、比賽地點：臺北市網球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208號

九、比賽用球：2018年中華網協指定用球Slazenger WIMBLEDON

十、比賽組別及參賽資格：
　（一）公開組
　　　　1.凡曾參加104、106年全國運動會（硬式）網球賽
　　　　2.報名截止日期當月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公佈全國排名單、雙打32名內
　　　　※ 以上二項男子選手，每隊限報一名【男子45歲（含）以上及女子不受以上限制】
　　　　※ 歡迎國外與大陸、港、澳地區隊伍踴躍參加
　（二）壯年組
　　　　男子民國62年（西元1973年）（含）以前出生者，新六都球員戶籍需同縣市，其他縣市每
　　　　隊可有2名跨縣市球員。
　　　　※ 第一點相加滿100歲、第二點相加滿110歲、第三點相加滿120歲，女子加15歲
　　　　※ 歡迎國外與大陸、港、澳地區隊伍踴躍參加
　（三）大專乙組【一律以學校為隊名始得報名參加比賽。例：○○大學A隊、○○大學B隊】
　　　　教育部頒布正式學制者，以各校107學度第一學期正式註冊之在籍學生均得以該校名義組隊
　　　　參賽（含研究所、博士班），凡以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進入大專校院之學生，
　　　　含甄審、甄試、單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加分等，不得報名本組，隊伍須以同校組
　　　　隊，不得跨校，可男女混合組隊。
　　　　※大專乙組設32籤，每校最多限報二隊，以學校體育室用印確認為該校隊伍為準
　　　　※大會將依報名先後順序每校先取一隊（請各校於報名時註明提名順位），若仍未滿32
　　　　　籤，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第二隊。
　（四）國小學童組
　　　　1.國小男童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2.國小男童低年級組（四年級以下）
　　　　3.國小女童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4.國小女童低年級組（四年級以下）
　　　　※一律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不得跨校組隊加，每校每組報名隊數最多二隊，如該校未報
　　　　　名參加女童組，則女童可參報名男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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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費：
　　1.公開組、壯年組每隊報名費新台幣2,000元整，國小組、大專乙組每隊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　
　　　整，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2.所收報名費將用於推廣網球運動或其他社會公益事宜
         3.報名後如無法參賽，所繳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還餘款

十一、報名辦法：
（一）時間：即日起至107年10月4日（星期四）止
（二）方式：請上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或臺北市網球中心官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報名表後，以E-Mail
　　　　　　寄至本會國內賽事信箱：ctta.ctta@msa.hinet.net（如未收到確認回信，請與大會連　
　　　　　　絡），並繳交報名費，大會收到報名表及報名費後始完成報名
　　　　　　※大專乙組及國小學童組，請另行郵寄學校體育室(組)用印之報名表正本，未提交者視
　　　　　　　同未完成報名。
　　　郵寄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7樓705室
          　　　　　※報名先後順序，以最後完成之程序為依據
（三）繳費方式：繳費時間以郵戳或繳費單據上時間為憑
　　　1.現金袋方式
　　　　掛號郵寄：104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7樓705室
                Tel：02-2772-0298（信封請註明隊名以及所報名參加的組別）
　　　2.電匯方式
　　　　電匯抬頭：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銀行名稱：第一銀行  城東分行
　　　　電匯帳號：14410035930
　　　　（請將收據回傳至本會，並請註明所報名參加的組別。Fax：02-2771-1696）
　　　3.ATM轉帳方式
　　　　銀行代號：007
　　　　帳號：14410035930
　　　　（請將收據回傳至本會，並請註明所報名參加的組別。Fax：02-2771-1696）

十二、抽籤日期：
　　　107年10月11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辦公室公開抽籤，未到者由大會　
　　　代抽，不得異議。抽籤後如欲索取比賽賽程表，請自行參閱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或臺北市網球
　　　中心官網。

十三、比賽制度： 
（一）各組比賽採用三點雙打，均採一盤六局制，每局均採用No-Ad制。
（二）每人僅可報名乙隊，如有重複報名，則以第一次出場比賽之隊伍為歸屬，出賽名單一經提出
　　　即視同出場比賽；如有選手重複報名並出賽，經查屬實，其第二次出賽隊伍取消比賽資格，
　　　如已賽過不再重賽。
（三）各組原則採單淘汰制，大會視報名實際隊數調整比賽賽制。
（四）國小學童組採用”No-let service”〔即是發球觸網後，球進入發球有效區，繼續比賽，接球
　　　者如未能擊中球或擊球未過網或出界則接球者失分〕。

十四、比賽附則：
（一）有賽程隊伍於比賽當日上午8時起開始辦理報到手續(比賽期間06:30起球場開放練球)。
（二）各隊應於賽前三十分鐘向大會領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二十分鐘前提交大會競賽組，如比賽
　　　時間更動，以大會宣布為準。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及分點
　　　同時舉行，各隊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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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組及壯年組選手應攜帶政府機關發證並有相片之證件備查，例如：身分證、駕照、健保
　　　卡（擇一）【外國人士以護照或外僑居留證為依據】，大專乙組應攜帶學生證（需蓋107學　
　　　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國小組應備健保卡，以便證明身分，如10分鐘提不出證明文件該點
　　　視同空點。
（四）如有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全隊判取消資格。
（五）各場出賽名單前兩點不得排空點，否則排空點隊伍判失格。參賽選手經點名超過10分鐘仍未
　　　出場比賽，視同排空點；如需查驗證件，10分鐘內提不出證明者，視同排空點。
（六）各組選手，需要在隊員名單內才可下場比賽。
（七）出場比賽之選手應穿著符合規定之運動服出場。
（八）大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含競技場上之人身保險（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旅行平安險則
　　　由各隊依需要自行投保。

十五、申訴
（ㄧ）比賽中事實的判定，以主審之判決為終決。
（二）選手資格之申訴，請在第一點比賽前依規定提出。
（三）選手身份之申訴，請在各點第二局開始比賽前依規定提出。
（四）資格或身份之申訴提出後，雙方球員應於10分鐘內提出證件以資證明，但比賽仍應繼續進　
　　　行，如選手資格或身份之申訴成功，則被申訴之隊伍取消比賽資格。
（五）有關比賽事項申訴，由領隊或教練簽名後，以書面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参仟元，如申訴未
　　　能成立時，大會得沒收其保證金。
（六）未依上述規定提出申訴者，大會一律不接受處理。

十六、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所頒定最新網球規則。

十七、獎勵辦法：
（一）報名並參賽之隊伍，由主辦單位贈送每隊隊員參加獎及每隊瓶水乙箱。（現場將設給水點，
　　　參賽選手請重複使用空瓶或自備水杯，響應垃圾減量保護環境）
（二）各組錄取前三名(季軍並列)，頒發優勝獎狀和優勝獎品。
　　　※每組不足八隊（含）時取消該組賽事。

          ※ 依所得稅法規定上開獎金需填制式扣繳憑單，外籍人士大會將先行扣除20%之稅款

十八、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隨時公佈修正之。

十九、本競賽規程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備107年9月25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1070032849號函備查；如
　　　有未盡事宜或賽會需要，裁判長得經執行長同意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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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參賽名單

序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1 2 3 4 5 6 7 8
潘春生 洪揮霖 尹大明 李玉海 袁  強 高永裕 黃榮麒 謝金樹 張聖謙 洪揮霖

43 44 47 49 54 57 59 59
潘春生 洪揮霖 陳順騰 黃清山 徐進君 蘇文祥 林云媚 林兆平 高琦首 林鑫山

41 48 51 52 53 55 58 60
林奉石 謝鎮偉 謝鎮偉 劉偉銘 詹謹瑋 詹佛成 楊登貴 湯培鈞 林奉石 張聰文

57 55 74 44 45 49 42 50
邱創興 徐紹明 邱垂綸 邱創興 徐紹明 邱垂綸 陳厚助 吳永裕 鄭國錡 劉俊良 張國志

57 42 54 58 51 42 50 54
黃文燦 許朝欽 鄧榮昇 蔣聯鎔 羅棋穎 劉新國 鄧榮昇 陳哲淵 曾智仁 邱文義

40 46 46 48 49 50 57
黃文燦 許朝欽 楊振鑫 王三昌 黃亞苓 陳力弘 林雙和 張瓏耀 陳彥旭 鄭茂宏

40 51 51 52 58 57 61 57

序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1 2 3 4 5 6 7 8
1 想難好名隊 劉孟毅 陳國輝 劉孟毅 黃朝陽 游向閎 陳昕劭 李原頊 林元皓 林亮余 傅宇棠
2 5901文旦隊 陳建名 郭紀彬 康辰嘉 康辰嘉 郭紀彬 羅煒森 張哲榮 繆景皓 鄭則禹 吳昱璋 溫允瑞
3 文新A隊 蔡新淵 石家瑋 周 勇 石家瑋 鄭棨宇 周  勇 王治仁 周哲宇 王威傑 王峻彥 蕭牧心
4 文新B隊 蔡新淵 石家瑋

鄭棨宇
石家瑋 鐘曜 林振宇 林韻仰 黃宣皓 李晉源 游立為 陳以軒 賴晉寬

5 匯陽隊 廖辰宗 劉姿君 胡浩陽 范修豪 饒高宇 黃健峰 楊昊澄 李逸誠 陳證光 廖辰宗
6 艾倫網球工作社 陳子彬 邱瀚佑 蔡俊能 羅彥翔 蔡俊能 高建生 陳彥睿 李華怡 蔡秉儒 侯峻強 徐振益
7 青年公園網球場 江文樹 江文樹 江興瑞 林冠行 劉佳鑫 周思民 王俊偉 廖子賢
8 海洋大學 林子楊 林子楊 王可任 江郁婕 邱彧 徐煌凱 洪崇駿 蕭郁錞 古逸賢 劉冠宏 邱瀚慶
9 傻眼貓咪 李瑞中 王廣達 曾柏諺 李瑞中 毆允斌 蔡昇宏 王良邦 王廣達 林秀玲 曾柏諺 黃亭愷
10 享受每一刻 黃少聰 范承翰 范承翰 黃建勳 蔡宗憲 蔡宗翰 梁文耀 黃皓群

序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1 2 3 4 5 6 7 8
1 長庚大學藍隊 葉芓伶 詹智能 詹智能 吳東諳 侯柏丞 胡謹璽 方品捷 張淮智 陳昱宏 林瑞穎 陳俊瑜
2 長庚大學紅隊 葉芓伶 詹智能 詹智能 施佑螢 林沛儀 董奕蘭 施懿倢 芮家君 吳旻容 簡羽彤
3 東吳大學 廖文瑞 廖文瑞 郭晏菁 徐百均 范秉農 吳倍宏 林廷豫 歐陽弘偉 廖峻逸 辜柏翰

壯年組

公開組

大專乙組

5 銳朋A隊
隊員出生年次

6 銳朋B隊
隊員出生年次

3 大久科技
隊員出生年次

4 桃園網協隊
隊員出生年次

1 金永信建設公司桃園隊
隊員出生年次

2 金永信建設公司新北隊
隊員出生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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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參賽名單

序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1 2 3 4 5 6 7 8
陳冠英 陳名米

楊舉煌
黃意文 吳鎧安 王柏勛 温俞叡 陳冠廷 豐承訓 黃智寬 張安蓉 黃珉臻

六 六 五 五 五 五 六 五
王佩蘭 蔡長恩

廖上瑋
巫興昌 陳泓諭 莊學濂 黃暐翔 黃繼憲 洪詠絜 郭載元 唐健恩

六 五 六 五 五 五 六
李毓聖 江進宏 杜佳玲 張育鵬 周成翰 吳承洋 徐聖崴 柯亮瀛 湯惟傑 張德樂 邱柏錩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五 六
李水德 李宜倍

鄭怡龍
李先苓 毛澄澤 李恆安 王秉鈞 劉世昌 鐘紹恩 陳煜霖 周品宏 徐廉傑

六 六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林振茂 陳威榮 曹閔翔 曹哲豪 鄭季庭 馬秉謙 鄭鈺臻

六 四 六 四 四

序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員 1 2 3 4 5 6 7 8
陳冠英 陳名米

楊舉煌
黃意文 洪瑞甫 黃宣霖 黃昱霖 黃子翟 張廷睿 蔡睿恩 黃以翔 江承庭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二 四
王佩蘭 蔡長恩

廖上瑋
巫興昌 陳泓叡 李祐謙 洪詠勳 林柏呈 陳晴瀅 莊妍鈴 張沁恆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李毓聖 江進宏 杜佳玲 胡奕勝 蘇宥睿 詹致家 徐聖原 林承緯 曾語謙 藍奕翔  邱奐瑀

四 四 四 二 四 四 四 二
3 大湖國小

年級

國小男子低年級組

1
臺北市中山區
中山國民小學 年級

2 基隆市東信國小
年級

4 國光國小
年級

5 花壇國小
年級

2 基隆市東信國小
年級

3 大湖國小
年級

1
臺北市中山區
中山國民小學 年級

國小男子高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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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組別 裁判長

10/26~27 臺北市網球中心 大專組 王凌華

1 長庚大學藍隊

2 長庚大學紅隊 東吳大學

2018年匯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取冠軍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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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組別 裁判長

10/26~27 臺北市網球中心 小學高男組 王凌華

1 中山國小

2 東信國小 5 花壇國小

19 19 19

19 3
大湖國小 4 國光國小

2018年匯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名次取至前三名

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組別 裁判長

10/26~27 臺北市網球中心 小學低男組 王凌華

1 中山國小

2 東信國小 3 大湖國小

2018年匯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取冠軍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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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組別 裁判長

10/26~27 臺北市網球中心 公開組 王凌華

預 賽 (A/B組取ㄧ名、C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1 匯陽隊 4 青年公園網球場

2 想難好名隊 3 傻眼貓咪 5 海洋大學 6 文新A隊

1 5901文旦隊 艾倫網球工作社

2 3 享受每一刻 5 文新B隊 6

決  賽

現場抽籤，C組冠亞軍上下分開，取前三名(第三名並列)

冠  軍

2018年匯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一)

(二)

27日 15:40
二點同時進行

27日 15:40
二點同時進行

27日 16:40
二點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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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組別 裁判長

10/26~27 臺北市網球中心 壯年組 王凌華

1 金永信建設公司桃園隊 4 金永信建設公司新北隊

2 銳朋A隊 3 桃園網協隊 大久科技 6 銳朋B隊

決  賽

取前三名(第三名並列)

A冠

B亞 冠  軍

A亞

B冠

2018年匯陽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一)

27日
16:40

(二)

預   賽(各組取二名進入決賽)

壯年組所有賽程均二點同時進行

27日 15:00

27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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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姓名 排名 姓名 排名 姓名 排名 姓名
1 莊吉生 1 謝政鵬 1 謝淑薇 1 詹詠然

2 楊宗樺 2 彭賢尹 2 梁恩碩 2 謝淑薇

3 盧彥勳 3 楊宗樺 3 李亞軒 3 詹皓晴

4 曾俊欣 4 陳迪 4 張凱貞 4 謝淑映

5 吳東霖 5 許育修 5 李珮琪 5 張凱貞

6 陳迪 6 易楚寰 6 許絜瑜 6 陳佩萱

7 駱建勛 7 王宇佐 7 李花塵 　. 吳芳嫺

8 許育修 8 盧彥勳 8 徐竫雯 8 許絜瑜

9 李冠毅 9 尤承宇 9 葛藍喬安娜 9 徐竫雯

10 尤承宇 10 莊吉生 10 陳佩萱 10 李珮琪

11 孟慶洋 11 吳東霖 11 詹謹瑋 11 莊佳容

12 林維德 12 孟慶洋 　. 卓宜岑 12 卓宜萱

13 譚立威 13 劉少凡 13 李亞芯 13 詹謹瑋

14 邱裕翔 14 林維德 14 謝鈺葶 14 李花塵

15 彭賢尹 15 邱裕翔 15 卓宜萱 15 梁恩碩

　. 劉少凡 16 何承叡 16 張庭霈 16 葛藍喬安娜

17 尹邦碩 　. 曾俊欣 17 李冠儀 　. 李亞軒

　. 何承叡 18 譚立威 18 梁詠湄 18 謝鈺葶

　. 洪睿晨 19 洪睿晨 　. 楊佳賢 19 卓宜岑

20 黃琮豪 20 廖飛迪 20 蔡侑芩 20 李冠儀

21 歐善元 　. 廖飛雲 　. 王恩祈 21 楊佳賢

22 蔡慶煌 22 蔡慶煌 　. 余明柔 　. 王筱婷

23 羅翊睿 23 鄭國亨 23 朱庭誼 23 張庭霈

24 廖飛迪 24 陸漳武 24 王筱婷 　. 朱庭誼

25 王郁昌 25 王裕程 25 魏菱萱 25 魏菱萱

　. 林亮羽 26 何庭豪 　. 吳奕瑾 　. 李宗蓁

　. 林鑫 27 王郁昌 　. 范姜行樂 27 賴沛雨

28 李孟樺 　. 黃柏諭 28 黃萱 28 王恩祈

　. 廖晧翔 　. 蘇晉億 　. 謝昀蓁 　. 高佩妏

30 廖飛雲 30 梁忻恩 　. 翁曼瑄 30 梁詠湄

　. 謝兆庭 　. 林奕倫 　. 陳昱穎 　. 余明柔

32 李和峻 　. 林亮羽 32 白雅妘 　. 洪亦萱

　. 湯智鈞 　. 朱柏安 　. 李宗蓁 　. 謝昀蓁

　. 陳彥丞 　. 陳楷勳 　. 魏莛婕 　. 溫喬穎

男子單打 男子雙打 女子單打 女子雙打

10月份　男．女子全國排名　前32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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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6年全運會名單

于凱泰 尤承宇 王介甫 王向一 王向千 王宇佐 王佳勝 王佳進 王裕程
田家瑀 田浚其 朱柏安 朱禹衡 江政豪 何庭豪 何智仁 吳東霖 呂欣璟
李欣翰 李冠儀 李冠毅 沈家弘 易楚寰 林宏哲 林亮羽 林韋丞 林家逸
邱　彧 邱裕翔 柯佳勳 洪崇祐 洪睿晨 胡志強 胡浩陽 徐旻群 徐傳恩
張育綺 張哲榮 張緯垚 莊庭宇 郭浩宇 陳　廷 陳泊良 陳厚恩 陳厚諭
陳漢宇 陳誌遠 彭賢尹 曾文柏 湯智程 黃易蔚 黃亮祺 黃昫鈞 黃柏諭
楊宗樺 葉哲青 鄧詠謙 羅仁鴻 劉少凡 詹竣翔 蕭羽鈔 譚立威 駱建勛
魏懷恩 劉少群 蔡宗翰 蔡欣廷 蔡慶煌 王耀城 史杰峻 邱俊凱 林　暘
陳建宏 陳威任 黃琮豪 黃皓群 饒奇山 李承宇 李東翰 康辰嘉 馬浩偉
薛朋馳

王筠方 吳姍樺 李亞軒 李　珜 阮庭妃 林品欣 邱　晴 夏荷喬 張芮瑜
匡　琦 吳芳嫺 李孟筑 李詩涵 阮慧貞 林品儀 范姜逸 徐竫雯 張譯云
余明柔 呂欣璟 李花塵 李慧倫 周雅婕 林偲涵 唐　葳 高紹媛 張儷馨
陳函琦 陳姿柔 陳晨瑜 陳　祺 湯心瑋 黃怡萱 黃湘雯 葛藍喬安娜 詹詠然
陳玥琳 陳衍伶 陳慈徽 陳逸帆 湯敏棋 黃惠祺 溫喬穎 詹皓晴 詹謹瑋
賴怡珊 戴幼琳 戴欣妤 謝佩汝 謝鈺葶 蘇依審 莊雅婷 許婷雅 陳又嘉
陳佩萱 蔡欣廷 鄭義蓓 蕭　筠 許文馨 劉祐汝 陳可盈

彭賢尹 王介甫 洪崇祐 李冠儀 王郁昌 徐光漢 黎俊佑 蔡宗翰 王耀城
謝政鵬 李冠毅 白正浩 莊庭宇 易楚寰 林韋丞 林育州 陳昱豐 趙冠彥
王宇佐 劉少凡 杜秉佑 黃亮祺 陸漳武 何　易 湯智程 蘇鈺翔 邱　彧
洪睿晨 林子揚 何庭豪 胡志強 陳威任 朱禹衡 湯智鈞 吳承維 吳東霖
楊宗樺 胡浩陽 王裕程 尤承宇 譚立威 林宏哲 湯聖皓 曾俊欣 陳瑞勛
蔡慶煌 林　鑫 徐傳恩 黃琮豪 陳昱豪 李孟樺 劉崇甫 邱裕翔

謝鈺葶 許文馨 蔡宜宸 戴幼琳 陳衍伶 黃惠祺 林品欣 鍾汶㚬 戴欣妤
吳芳嫺 詹謹瑋 陳勻婷 黃怡萱 林軒宇 陳逸帆 謝淑映 張儷馨 林偲涵
梁恩碩 李亞軒 陳函琦 陳玥琳 王兆宜 楊宛霖 李亞芯 吳奕瑾 溫喬穎
卓宜萱 徐竫雯 李　珜 鄭義蓓 李冠儀 張芮瑜 張筱筠 陳昱諠 黃子芸
陳佩萱 白雅妘 劉祐汝 侯雅若 葛藍喬安娜 潘彥蓉 蕭　帆 張嫣茹 鄭筑云
高佩妏 楊佳賢 高佩絹 張婷芝 阮慧貞 李紫芸 李珮琪 林宜璇

104年全運會男子參賽名單

104年全運會女子參賽名單

106年全運會男子參賽名單

106年全運會女子參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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