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興大盃排球錦標賽 
 

公告、官網 

賽程與成績 
 

 

各組預賽分組及賽程， 

請參閱官網 ”競賽資訊”〈賽程與成績〉 

 

各組預賽分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大專女子組 5隊單循環決賽  【取前 2名頒獎】 

 

大專男子組 5隊單循環決賽  【取前 2名頒獎】 

 

  

請掃描 



社會男子組決賽  【取前 4名頒獎】 

 

 

 

 

  

1/20;13:50;二 F1 

2/9 ;15:30; 乙 

日期;時 間;場地 

2/09; 09:30; 乙 

1/20;13:50;B1甲 (爭 3,4名) 

 

2/09;17:00; 甲 (爭 1,2名) 

 

2/09; 09:30; 甲 

2/09; 10:30; 甲 

2/09; 10:30; 乙 

2/09; 12:30; 甲 

2/09; 12:30; 乙 

2/09; 15:30; 乙 

2/09; 15:30; 甲 

2/09;17:00; 乙 (爭 3,4名) 

 



社會混合組決賽  【取前 4名頒獎】 

 

 

     

2/9 ;15:30; 乙 

日期;時 間;場地 

2/09;16:00; 丙 (爭 1,2名) 

 

2/09;16:00; 戊 (爭 3,4名) 

 

2/09; 09:30; 戊 

2/09; 09:30; 丙 

2/09; 10:30; 丙 

2/09; 10:30; 戊 

2/09; 11:30; 丙 

2/09; 11:30; 戊 

2/09; 14:30; 戊 

2/09; 14:30; 丙 



 

  排球比賽場地配置圖 
 

 

 

 

 

   體育館二樓                  體育館 B1 

 

 

 

 

 

 

 

 

 

 

 

 

 

 

 

 

 

 

 

 

 

 

 

 

 

 

司令台 司令台 

二樓 甲場 B1 丁場 

二樓 乙場 

二樓 丙場 

B1 戊場 



 

 

各組參賽隊職員名單 

大專男子組    

1. 單位：僑光科大    

領隊：陳亮君 教練： 管理： 隊長：吳昊龍 

隊員：    

吳昊龍 張銘瑞 呂承浩 林家漢 

林宥珉 劉其烜 曾昊玟 王威翔 

紀元皓 吳忠融 張恩齊 張朝傑 

2. 單位：中國醫中醫系    

領隊：許天沐 教練： 管理： 隊長：許天沐 

隊員：    

許天沐 黃俊華 呂冠恩 曾韋霖 

湯詠舜 蔡宗翰 許嗣堂 鄭曜典 

陳禹均 陳維培 劉峻廷 李崇銘 

3. 單位：聯大電子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古承益 

隊員：    

古承益 邱亮瑜  張欽涼 董哲甫  

張成佑 楊博達  鄧云然  吳宏峻 

陳禹志    

4. 單位：中山醫醫學    

領隊： 教練：徐仲庭 管理： 隊長：劉兆能 

隊員：    

劉兆能 江岳霖 吳昱頡 黃聖豪 

魏子翔 溫博鈞 林挺申 張旭旻 

張逸匡 葉沛豪 謝耀德 詹信煌 

5. 單位：中山醫諠諠辰辰    

領隊： 教練：徐仲庭 管理： 隊長：李志諠 

隊員：    

李志諠 郭彥辰 吳京衛 黃駿逸 

張家豪 江易霖 林殷竹 楊凱麟 

嚴凱容 黃子軒   

  



大專女子組    

1. 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女排    

領隊： 教練：簡欣第 管理： 隊長：許耀庭 

隊員：    

許耀庭 楊巧瑜 王婕瑜 林冠廷 

顏珮伊 陳禹如 錢彥蓁 莊斐然 

柯佳旻 陳品安 郭庭妘 王伯郁 

2. 單位：東吳財精    

領隊： 教練：鄭凱文 管理： 隊長：黃鈺婷 

隊員：    

黃鈺婷 呂佩芸 甘婷伃 林函儀 

李姵瑩 江馥伃 陳以柔 胡旻妘 

李常玉 黃珮涵 蔡恬欣 蕭于庭 

3. 單位：僑光科大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芷瑄 

隊員：    

張芷瑄 劉雅甄 朱季喬 薛晉文 

余筱筑 吳暎千 郭姵妤 楊淨淳 

吳佳蒨    

4. 單位：東海日文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何姿儒 

隊員：    

何姿儒 廖宣渝 江佳澐 王琬君 

林昕霓 許睿容   

5. 單位：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    

領隊：戴瑜瑾 教練：蔡睿榮 管理： 隊長：戴瑜瑾 

隊員：    

戴瑜瑾 李琇慈 陳亭伃 黃漢妤 

曾偲玹 楊孟瑾 許辰瑜 彭愷昕 

謝淳聿 馬英棋 張倚嘉  

  



社會男子組    

1. 單位：青稻夫    

領隊：楊濬豪 教練： 管理： 隊長：涂耕維 

隊員：    

楊濬豪 郭正邦 陳宗宏  楊德義 

謝佳穎 林政揚 羅才壹 蕭力榮 

2. 單位：鹿人甲    

領隊：陳志承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志承 

隊員：    

陳志承 林劭鴻 洪一成 洪一宏 

王詔諺 蔡其翰 孫世銘 張庭碩 

張宇呈 曾偉俊 杜彥良 盧囿霖 

3. 單位：奶油椰子    

領隊：史瀚陽 教練： 管理：黃詣芸 隊長： 

隊員：    

賴璿惟 彭楷軒 林軒毅 洪渝淵 

史瀚陽 朱勁榮 許文嘉 林晉揚 

洪少軒    

4. 單位：愚度咖啡    

領隊：陳行深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魏廷安 蔡宗岳 江曜宏 賴志維 

林君瑋 王博弘 李哲佑 晏家祥  陳行深 

5. 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領隊：李豪惟 教練： 管理： 隊長：李豪惟 

隊員：    

李豪惟 鄭易寬 康鈞凱 林家仰 

詹承翰 蘇煥鈞 廖均翰 方友聖 

謝定穎 黃柏軒 邱堃瑋 李品諺 

6. 單位：野格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治堯 

隊員：    

黃治堯 方偉驊 管家良 劉醇良 

葉哲豪 張智華 陳士元  

 

 

 

 



7. 單位：HUNGER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楊財興 

隊員：    

楊財興 徐偵庭 黃浩鈞 李宗勳 

曾彥翰 李翊銘 鐘哲遠 陳晉倫 

王晨豪 李佳倫 李柏翰 黃子恩 

8. 單位：NCYU    

領隊：林建宏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建宏 

隊員：    

林建宏 沈奕呈 吳秉修 張家銘 

龐德豪 張開遠 吳紹羽 彭冠程 

蘇育正 余志鴻   

9. 單位：亞洲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李幼筠 隊長：邱柏仁 

隊員：    

邱柏仁 吳宇凡 林威旭 張泰源 

周東毅 陳振輿 孫秉璿 廖楚皓 

葉致瑄 簡冠晨 張駿珅 Yeruult Ganzolboo 

10. 單位：PK    

領隊：范綱熙 教練： 管理： 隊長：范綱熙 

隊員：    

范綱熙 葉佳鑫 莊瀚 許瀚文 

詹冠倫 黃建宸 唐兆宏 林杰葳 

俞世文 曾晉毅 魏君紘 張正杰 

11. 單位：年青人    

領隊： 教練： 管理：洪萱雅 隊長：周家安 

隊員：    

周家安 林暐傑 林誠億 邱泓彥 

陳律言 廖國竣 余承軒 溫孟桀 

王智弘 陳正弘   

12. 單位：台灣黑狗兄    

領隊：李庭葳 教練： 管理： 隊長：張銘仁 

隊員：    

張銘仁 沈奕愷 林合庭 李庭葳 

金仲信 高家偉 饒其益  

 

 

 

 



13. 單位：國王老企鵝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子堯 

隊員：    

林子堯 朱家寬 林佳民 賀陳修 

林政宇 賴世泓 徐旻群 孫立穎 

14. 單位：馬世立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馬瑞林 張淇倫 江興宏 王佑丞 

林敬倫 黃振維 陳冠銘 汪揚 

黃義豐 謝智軒 汪秉勳  

15. 單位：卡妮兒內著    

領隊：侯宇哲 教練： 管理： 隊長：侯宇哲 

隊員：    

侯宇哲 陳昱辰 朱麒瑋 游博崴 

林全興 王識維 楊政軒 王瑋國 

柯侑廷 吳政霖 林家盟  

社會混合組    

1. 單位：伸港藥局    

領隊：陳弘志 教練： 管理： 隊長：曾柏浩 

隊員：    

曾柏浩 曾慧婷 林鈴淳 陳志男 

林宗男 黃家韋 唐嘉欣 江宥鋆 

蔡金澤 洪毓芬 李孟欣  

2. 單位：你怎麼帥成這樣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玄修 

隊員：    

林玄修 李依芸 莊鵑華 潘柏廷 

邱昱璇 黃苡甄 柯富陽  

3. 單位：87戰隊    

領隊： 教練：鄭立騰 管理： 隊長：吳鈺琳 

隊員：    

吳鈺琳 王郁程 張鈞筌 劉侑宗 

李淳羽 杜晨瑜 鄭立騰 蔡睿榮 

郭姵汝 吳若菡   

 

 

 



4. 單位：蘫海    

領隊：曾揚仁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劭帆 許地紘 劉寯 李玠旻 

趙勝文 李妍葶 王香晴 洪瑋翎 

吳宜軒 蔡宜君 林倢安 翁珮珊 

5. 單位：啾打球    

領隊：林佑儒 教練： 管理： 隊長：林佑儒 

隊員：    

林佑儒 藍苡珊 劉馥真 陳如晏 

王珮玲 曾雅文 劉柏沂 洪崇尉 

林鈺書 林家賢   

6. 單位：HUNGER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高文琳 王馨專 鄭筱穎 葉鏸瑩 

張簡郁珊 古雅竺 蔡沛珊 張哲輊 

陳家瑞 林沿成 蔡欣芷 蔡孟廷 

7. 單位：VIA    

領隊：林柚希 教練： 管理： 隊長：蕭勝安 

隊員：    

蕭勝安 黃苡晴 何美姿 柯羽慧 

張怡玫 林宜靜 高瑜偵  

8. 單位：隊名很難想    

領隊：劉仲 教練： 管理：徐茹鈞 隊長：劉仲 

隊員：    

劉仲 黃莉婕 趙梧含 盧弘霖 

羅承洋 侯丙佳 徐茹鈞 蘇映瑾 

9. 單位：來自各地    

領隊：連盛 教練： 管理： 隊長：連盛 

隊員：    

連盛 劉馨荷 侯鑫瑋 林沂泓 

蘇暐翔 紀怡君 張慈慧 王筱媛 

10. 單位：T.S.L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朱思瑋 

隊員：    

朱思瑋 翁瑞陽 曾彥翰 張釉宜 

潘玫君 蘇韋慈 吳珮蓉 郭芷君 

陳峻德 李文嘉   



11. 單位：想不到吧    

領隊：吳傳潁 教練： 管理： 隊長：吳傳潁 

隊員：    

吳傳潁 柳加彥 彭奕璋 郭芷伶 

王彥文 翁侑晞 曹馨憶 江喬瑩 

王昱婷 陳曉蝶   

12. 單位：天后英文    

領隊：陳妍廷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妍廷 

隊員：    

陳妍廷 周冠翰 康智鈞 邱品軒 

劉致言 池芷芸 周衍佑 晏家祥 

蘇毓婷 潘雅惠 謝綺 洪雯淇 

13. 單位：笑一個喲    

領隊：鄭智維 教練： 管理： 隊長：鄭智維 

隊員：    

鄭智維 張筱瑩 許皓 曾宇正 

賴臆菁 張維珈 李政錡 張珮瑩 

伍芸萱 唐旅平 陳思涵  

14. 單位：協進    

領隊：劉龍諺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力新 

隊員：    

張力新 劉龍諺 施皇名 蔡宇荃 

楊曉婷 楊采莛 蔡宜珊 楊禹中 

15. 單位：巧克力夢工廠    

領隊：許顥騰 教練： 管理： 隊長：許顥騰 

隊員：    

許顥騰 邱湛鈞 蔡孟芸 陳萱儒 

李思穎 許品誼 周沁姍 張智勝 

方宏展 吳子揚 萬以佳  

16. 單位：中奶真好喝#開心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侯承佑 

隊員：    

侯承佑 陳思綺 陳狄欣 涂喻媗 

郭超本 謝世彬 李芯誼 李佳澐 

魏明彥    

 

 

 

 



17. 單位：噴噴龍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吳賢君 

隊員：    

顏靖輝 袁世鋼 吳晶晶 謝鈺萱  

田淇方 繆佩恩 陳玉婷 林意婕 洪晟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