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 6 屆大專校友盃 
桌球團體經典賽 

秩序冊 

 

比賽時間：2019/10/20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小體育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校友桌球協會 
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會桌球委員會、福誠高中桌球隊 
贊助單位：金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東暎體育用品企業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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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 

裁      判     長： 黃鐘龍 

副   裁   判   長： 曾昱霖  

競      賽     組： 楊姿娟  曾連珠    

紀      錄     組： 曾雪芳  黃宇緹 

裁   判   組   長： 陳通安 

裁             判： 黃有賢 陳光照 呂超雄 陳金城 

                    張文瑞 黃昭文 陳正惠 王敏惠 

                    王志銘 洪昌大 簡俊昌 陳瑞章 

                    陳伯豪 陳芝樺 黃壽生 陳明煌 

                    盧清池 陳勉吾 蘇清武 李玉里 

                    蔡杏雀 黃永祚 謝政夫 陳雙展 

                    蕭毓宸 黃香媚 呂松源 彭淑瓊 

                    洪文進 高福生 汪文顯 陳賓霖 

                    李榮昌 吳麗娜 黃秀祝 洪奇璠 

                    林  昉 吳素櫻 張磯茂 駱建福 

場      地     組： 莊詩婕 郭宸志       

衛      生     組： 陳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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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章程 

一、比賽宗旨：促進各大專院校已畢業之桌球校友聯絡情誼，提倡
有益身心健康運動。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校友桌球協會。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四、贊助單位：金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東暎體育用品企業有限公
司。 

五、比賽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 9AM 起。  

六、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小體育館。地址：高雄市鳳山
區五甲二路 424 號。 

七、比賽制度：賽制：仿大專盃 9 人 7 分（單單雙單雙單單）單雙
不可重複。 

八、報名資格及說明：  

1.所有參賽選手都必須符合『校友』的資格，亦即曾在國內某大學、
研究所、或博士班取得畢業證書。譬如，您如果是 A 大畢、B 研
畢、C 博肄業中，您可以代表 A、B 其中一所學校，但不能代表 C
校。 

2.甲組選手係指體保生或大學體育系主修桌球者。乙組指非甲組選
手，或當年大專盃曾經參加乙組比賽者。如果您曾經非以桌球專業
資格進入某大專院校就讀、畢業，就可以代表該校參加經典賽。 

3.邀請參賽原則：1.上屆前四強 2.五月團體賽乙組前四強 3.五月團
體賽炳組前四強 4.南部地緣關係 5.其他有意願、選手夠多學校。 

4.比賽前若有一方質疑對方校友資格時，雙方需提出畢業證書影印
本或其他證據以證明自己的校友身分。為維護比賽意義及和諧，請
切勿違反報名資格。若經發現有人違反資格規定，將取消全隊比賽
資格，比賽成績不予計算。資格之爭議以當日主辦大會裁定為準。 

九、報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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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隊報名費 1800 元，比賽當天現場繳交即可。 

2.報名方式: 以 e-mail 或於各校分會長 Line 群報名。 

 

3.報名截止之前，可以更改名單。報名截止後主辦單位將數日內
公布初賽分組結果，結果公布後隊伍名單將不得再更改。請注意：
同一名選手不得重複出現在兩個隊伍中。 

十、獎勵辦法: 冠軍暫管大獎盃一座，三連霸者可永久保留。 

十一、比賽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發行之最新桌球規
則。 

十二、比賽用球: Nittaku 40+ Premium 日製塑膠球。 

十三、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公布修正之。報名之後
請密切注意大會官網、大專校友桌球協會 Facebook 專頁、以及各
校分會長 Line 群訊息，尤其是比賽開始的時間。如果您不注意，
以致於錯過比賽，大會無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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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名單   

1 隊名：輔大  領隊：柯建利 

柯建利 柯兆陽 蘇稘翃 廖浩鈞 楊定承 劉建昌 陳宏諺 白鎧誌

柯景中 林哲立 林哲維 周信誠 

2 交大戰神隊  領隊：蔡文濬 

蔡文濬 黃汶仁 李泰熾 黃炫燁 陳偉安 溫俊堯 蔡政育 王紹安

李彥儒 黃晧庭 

3 義守大學  領隊：戴宏政 

何宣祐 戴宏政 劉勁廷 許景富 潘政亨 張耀中 陳有彥 李乙弘

莊子嚴 黃煒翔 張毓倫    

4 政治大學  領隊：張以牧 

張以牧 陳泰廷 范高瑋 黃  悅 劉冠廷 劉家維 徐孟節 林妙蓁

林雋秀 陳妍儒     

5 高醫大   領隊：李康豪 

李康豪 王成瑜 楊鎧銘 馮聖堯 吳宜璋 林冠華 洪光正 吳冠陞

呂  彥 周暘齡 朱俊盈 張聖明 黃煜珉 鄭于槙 

6 朝陽科大  領隊：林子傑 

林子傑 古牧玄 余信毅 陳希珉 戴彣勍 賴佐育 林文淳 蔡政廷

甘明杰 廖鴻嘉 張勝勛 李奕儒 

7 成大   領隊：周玠儒 

周玠儒 陳俊穎 陳霆宥 李俊毅 宜澤輔 林君天 林育丞 李祐承

朱紀華 張苡靖 邱惠梓 洪婉慈 黃通綱  

8 淡江大學 領隊：劉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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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人豪 康宏達 賴佳希 謝丞宗 呂理言 鄭延釋 宋炫恩 陳昭璋

陳東山 蘇嘉祥 何宣弘 劉建孝 王偉珉 王士杰 

9 北科大  領隊：楊昇憲 

楊昇憲 甘銘凱 楊正浩 林擷弘 林柏江 林駿榳 李岳霖 練大衛

陳仕哲 阮奕凱 洪瑋嶸 陳冠祥 陳德劍  

10 高科大紅 領隊：蔡晉瑋 

蔡晉瑋 宋明誠 李俊賢 林書宏 林青築 許光亨 李彥佑 傅浚清

李丹云 李佳宸  

11 高科大藍 領隊：蔡晉瑋 

黃郁棋 劉建均 陳宗麟 陳璟賢 翁愷鍵 曹家豪 魏福助 蘇倫儀 

周子淵 劉威廷 陳冠中 

12 台大    領隊：何海 

王元佑 陳晟弘 謝孟軒 黃堅泰 賴忠緯 曾尹俊 何海 李俐融 
卓儀秦 顏  霆 陳聖武 劉孝從 池德容  

13 中原    領隊：彭清義 

彭清義 吳盈俊 李政和 陳智勇 廖茂易 馮郅文 郭男極 王聖憲

呂政謙 宋偉志 洪國勛 卓錫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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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分組名單 

各隊積分統計與 S 型分組 

 

前四種子：北科大、台大、淡江大學、交大戰神 
S 型分組： 

 
  

## 學校/隊名 領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輔大 柯建利 柯建利 柯兆陽 蘇稘翃 廖浩鈞 楊定承 劉建昌 陳宏諺 白鎧誌 柯景中 林哲立 林哲維 周信誠

2183.11 2056 2410 2288 2234 2255 2092 1995 1974 1922 1982 1997 2321
2 交大戰神隊 蔡文濬 蔡文濬 黃汶仁 李泰熾 黃炫燁 陳偉安 溫俊堯 蔡政育 王紹安 李彥儒 黃晧庭

2309.13 2146 2148 2286 2523 2352 2370 2262 2386
3 義守大學 戴宏政 何宣祐 戴宏政 劉勁廷 許景富 潘政亨 張耀中 陳有彥 李乙弘 莊子嚴 黃煒翔 張毓倫

2007.63 2191 2072 2210 2010 1766 1998 2067 1747
4 政治大學 張以牧 張以牧 陳泰廷 范高瑋 黃悅 劉冠廷 劉家維 徐孟節 林妙蓁 林雋秀 陳妍儒

2138.25 2234 2328 2031 2360 2206 2221 2031 1695
5 高醫大 李康豪 李康豪 王成瑜 楊鎧銘 馮聖堯 吳宜璋 林冠華 洪光正 吳冠陞 呂彥 周暘齡 朱俊盈 張聖明 黃煜珉 鄭于槙

2231.22 2330 2465 2240 2189 2219 2171 1909 1932 2137 2043 1609 1997 2101 2229
6 朝陽科大 林子傑 林子傑 古牧玄 余信毅 陳希珉 戴彣勍 賴佐育 林文淳 蔡政廷 甘明杰 廖鴻嘉 張勝勛 李奕儒

2179.56 2188 2379 2225 2202 2131 2157 2221 2208 1905 1664 999
7 成大 周玠儒 周玠儒 陳俊穎 陳霆宥 李俊毅 宜澤輔 林君天 林育丞 李祐承 朱紀華 張苡靖 邱惠梓 洪婉慈 黃通綱

2312.78 2368 2417 2405 2258 2360 2275 1835 2159 2200 1938 2373
8 淡江大學 劉建孝 陳人豪 康宏達 賴佳希 謝丞宗 呂理言 鄭延釋 宋炫恩 陳昭璋 陳東山 蘇嘉祥 何宣弘 劉建孝 王偉珉 王士杰

2278.67 2372 2429 2176 2259 1789 2314 2283 2205 2247 2189 2210 2120
9 北科大 楊昇憲 楊昇憲 甘銘凱 楊正浩 林擷弘 林柏江 林駿榳 李岳霖 練大衛 陳仕哲 阮奕凱 洪瑋嶸 陳冠祥 陳德劍

2187.22 2012 2328 2357 2270 1966 2357 2000 2025 2074 2262
10 高科大紅 蔡晉瑋 宋明誠 李俊賢 林書宏 林青築 許光亨 李彥佑 蔡晉瑋 傅浚清 李丹云 李佳宸

2269.20 2396 2161 2235 2006 2548 1908
11 高科大藍 蔡晉瑋 黃郁棋 劉建均 陳宗麟 陳璟賢 翁愷鍵 曹家豪 魏福助 蘇倫儀 周子淵 劉威廷 陳冠中

1856.00 1485 2227 2031 2092
12 台大 何海 王元佑 陳晟弘 謝孟軒 黃堅泰 賴忠緯 曾尹俊 何海 李俐融 卓儀秦 顏霆 陳聖武 劉孝從 池德容

2286.78 2282 2386 2184 2249 2198 2156 2300 2319 2365 1725 2298
13 中原 彭清義 彭清義 吳盈俊 李政和 陳智勇 廖茂易 馮郅文 郭男極 王聖憲 呂政謙 宋偉志 洪國勛 卓錫煒

2108.67 2072 2080 2014 2039 2090 2074 2352 2012 2018 2239

A 北科大 2187.22 輔大 2183.11 朝陽科大 2179.56
B 台大 2286.78 高醫大 2231.22 政治大學 2138.25
C 淡江大學 2278.67 高科大紅 2269.20 中原 2108.67
D 交大戰神隊 2309.13 成大 2312.78 義守大學 2007.63 高科大藍 1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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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 

初賽  

 

  

1 3 1 3

1 3 5 6

朝陽科大 輔大

台大

政治大學 高醫大2 2

A B

北科大

中原 高科大紅

交大戰神隊 義守大學

高科大藍 成大2

3

4

1

淡江大學

C
2

D



共 12 頁 之 第 10 頁 

 

複賽  

勝部複賽  

 

  

八強決賽 半決賽 決賽

冠軍

亞軍

四

B冠

B、D/C亞
二

C/D 冠
十一

C/D 冠
三

A、D/C亞
六

A、D/C亞

A冠

一

B、D/C亞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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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決賽 5~6決賽

第五

第六
九

二/三 敗
八

四敗

一敗

七

二/三 敗

3~4決賽

季軍

殿軍

五敗

十二

六敗

7~8決賽

第七

第八

七敗

十

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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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部複賽  

 

預定時程表 

 

一 三

八

六 十

九 四 二 五

七

A組第3

B組第3

D組第4

C組第3

D組第3

使用桌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起訖時間

10:00 11:00
11:00 12:00
12:00 13:00
13:00 13:30
13:30 14:30
14:30 15:30
15:30 16:30
16:30 17:30
17:30 18:30

準備/報到

勝十一 勝十二 敗九 敗十

勝五 勝六 敗三 敗四

勝七 勝八 敗五 敗六

勝二 勝三 勝四

勝九 勝十 敗七 敗八

敗一

勝一

敗二

D2
D4
D6

C1
C2
C3

D1
D3
D5

A1
A2
A3

B1
B2
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