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urt 5 court 6 court 7 court 8 court 9 court 10 court 11 court 12 court 13 court 14

1

          

陳冠守 [1] 周成翰 [4] 莊學濂 [6] 林豪鈺 [8] 蔡宇甯 [1] 黃奕晴 [3] 何珮綺 [6] 陳晴瀅 [8] 曾右承 [1] 鄭騏皓 [3]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鄭季庭 [5] 王彥珺 [7] 陳冠廷 [3] 林文詰 [2] 陳雅君 [5] 林育萱 [7] 潘巧淳 [4] 黃珉臻 [2] 侯傑恩 [7] 陳以軒 [5]

          

          

2

          

曾詩媛 曾子穎 [3] 黃爰蓁 曾睦潔 [8] 朱秝亞 [1] 鄭安潔 徐葳 梁辰翊 [6] 余承恩 歐傑文 [8]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黃靖淳 [5] 謝佳恩 陳亭汝 [7] 呂佳穎 謝語晴 賴芃妤 [2] 陳昱希 [4] 汪予晴 侯醇謙 林韻仰 [2]

          

          

3

          

蔡翊　 [1] 黃郁翔　 [2] 郝晉　 [3] 李驊恩　 [4] 陳冠守or鄭季庭 莊學濂or陳冠廷 林諒　 [5] 陳秉華　 [6] 林世苰　 [7] 陳柏廷　 [8]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湯燊 吳承蔚 羅莛凱 巫昆衛 周成翰or王彥珺 林豪鈺or林文詰 鄭宇炘 莫飛 林楷諭 賴呈恩

         

          

4

          

李奇 [1] 黃俊博 [2] 陳柏鈞 [3] 王宥憲 [4] 蔡宇甯or 陳雅君 何珮綺or潘巧淳 陳重宇 [5] 黃冠彰 [6] 李享 [7] 郭秉諺 [8]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楊庭安 王君平 楊紹申 楊尚融 黃奕晴or 林育萱 陳晴瀅or黃珉臻 廖哲民 林嘉政 李哲全 簡翊宬

        

          

The last match on any court may be moved Order of Play released Signature 

1.每日賽程表，均公告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網站及比賽場地公告欄。請選手、教練、家長儘請前往確認比賽時間及場次，以利賽事順利進行。

2.請選手應於個人比賽時間前，自行至比賽場地比賽，大會不在廣播。

3.裁判長視各場次賽程進行狀況，得以更改比賽場地或時間，以利比賽順利進行。

備 註

Not Before 上午 11:00

16男單  Q 12男單  SF 16男單  Q

Followed by

18男單  Q 18男單  Q12女單  SF

12男單  QF 12女單  QF 14男單  QF

Followed by

14女單  2R 14男單  QF

2019年彰化縣夏虞傢俱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A-3滿貫級)-彰化 比賽日期:108年9月23日 裁判長:劉漢棟           電話 : 0933593019

請參賽選手務必確認比賽場地，並依序至該場地預備比賽，俟上一場比賽結束後，立即進場比賽(大會不另行廣播)。

Starting at 上午 09:00



court 5 court 6 court 7 court 8 court 9 court 10 court 11 court 12 court 13 court 14

4

洪語婕 [7] 温佳琳 [8] 許嘉惠 [1] 陳俐婷 [2] 林文詰/陳冠守[1] 余冠憲/吳伯宇 呂欣庭 [3] 陳昱瑄 [4] 陳思妤 [5] 林芷萱 [6]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古逸婷 吳亮瑜 梁詠湄 蕭帆 莊學濂/鄭季庭[3] 王彥珺/陳冠廷[2] 田謹瑄 何亞璇 楊凡儀 朱翊瑄

    or 呂維昕/温俞叡     

          

6

  

王佳偃/黃爰蓁 曾子穎/陳美希[4] 徐葳/謝佳恩 呂佳穎/巴喬登 蔡宇甯/黃珉臻[1] 何珮綺/陳雅君[3] 陳依伶 [7] 曾筱涵 [8] 林韻仰/陳以軒[1] 劉子誠/楊昕昱[4]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張瀞文/許佳琪 温俞榛/陳玟涵 謝語晴/鄭安潔 劉奕萱/曾詩媛 陳晴瀅/雷如宣 潘巧淳/黃奕晴[2] 賴欣榆 沈靖容 吳鎧安/李博仕 劉強森/鄭騏皓

　 　 　 　 　   　

          

7

郭冠亨/鄭宇炘[1] 林楷諭/簡禾原[2] 唐郡/湯燊[3] 林諒/賴呈恩[4] 賴芃妤/陳昱希[1] 卓懿瑄/黃郁琪 張天馨/陳瑋喬 蔡雨耘/陳名馥 何宸輝/周曉風 洪可浩 /索南喬柏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蔡翊/陳柏佑 李祐丞/羅莛凱 周順德/蔡丞翔 王廷宇/莫飛 吳宜姵/萬奕彣 曾睦潔[2] /朱秝亞 梁辰翊[3]/黃靖淳 汪予晴/許家瑄 侯傑恩/楊凱恩[3] 歐傑文/ 邱靖璋[2]

          

      

8       

巫秉融/陳柏鈞[1] 曹家凡/蔡牧寰[2] 林嘉政/楊尚融[3] 王宥憲/高旻紘[4]      

vs. vs. vs. vs.      

郭秉諺/黃崇維 簡翊宬/陳瑞勛 王君平/王慶鴻 李享/杜宇哲      

　 　 　 　       
          

The last match on any court may be moved Order of Play released Signature 

1.每日賽程表，均公告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網站及比賽場地公告欄。請選手、教練、家長儘請前往確認比賽時間及場次，以利賽事順利進行。

2.請選手應於個人比賽時間前，自行至比賽場地比賽，大會不在廣播。

3.裁判長視各場次賽程進行狀況，得以更改比賽場地或時間，以利比賽順利進行。

備 註

Not Before 下午 1:00

12男雙  SF 18女單  Q18女單  Q16女單Q

2019年彰化縣夏虞傢俱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A-3滿貫級)-彰化 比賽日期:108年9月23日 裁判長:劉漢棟           電話 : 0933593019

請參賽選手務必確認比賽場地，並依序至該場地預備比賽，俟上一場比賽結束後，立即進場比賽(大會不另行廣播)。

14女雙  1R 12女雙  SF 18女單  Q 14男雙  QF

Followed by

Not Before 下午 4:00

18男雙  Q

16男雙  Q 14女雙  1R 14男雙  QF

Follow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