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興大盃排球錦標賽秩序冊 

 

 

 

 

 

各組預賽分組及賽程， 

  請參閱官網 【競賽資訊＜賽程與成績＞】 

 

預賽採 3~4 隊單循環，3取 1 名、4 取 2 名進入決賽後，

原則上採單淘汰制。 

 

*大專女子組決賽為 3隊，採單循環決賽，但因 B組預賽

時已決定出名次，故 B組預賽成績保留到決賽。 

*社會女子組因報名隊伍數僅為 4隊，故直接採單循環決

賽，取第一名進行頒獎。 

 

【四強賽歡迎共商打單局 31分制】 

  

賽事官網請掃描＞＞＞ 



大專男子組決賽【取前 3名頒獎】 

 

 

  

7/24,12:00,2F甲 

7/24,12:00,2F乙 

7/24,14:00,2F甲，季殿賽 

7/24, 14:00,2F丙，冠亞賽 



大專女子組決賽【取前 3名頒獎】 

 

 

  

7/24, 09:00,B1戊 7/24, 12:00,B1戊 



社會男子組決賽【取前 4名頒獎】 

 

  
7/24, 11:00,2F丙 

7/24, 10:00,2F丙 

7/24, 11:00,2F甲 

7/24, 12:00,2F丙 

7/24, 13:00,2F甲 

7/24, 11:00,2F乙 

7/24, 13:00,2F丙 

7/24, 15:00,2F甲 

7/24, 15:00,2F丙 

7/24, 17:00,2F甲，季殿賽 

7/24, 17:00,2F丙，冠亞賽 



社會女子組決賽【取第 1名頒獎】 

社會女子組 決賽賽程圖 

參賽隊伍 豐育科技 台體體育 笑鼠倫 好友聯盟 

豐育科技  

場次: 4 

時間: 07/24 - 14:00 

地點: B1戊 

場次: 2 

時間: 07/24 - 11:00 

地點: B1戊 

場次: 6 

時間: 07/24 - 16:00 

地點: B1戊 

台體體育   

場次: 5 

時間: 07/24 - 16:00 

地點: B1丁 

場次: 1 

時間: 07/24 - 10:00 

地點: B1戊 

笑鼠倫    

場次: 3 

時間: 07/24 - 14:00 

地點: B1丁 

 

  



社會混合組決賽【取前 4名頒獎】 

 

  

7/24, 13:00,B1 丁 

7/24, 13:00,B1 戊 

7/24, 15:00,B1戊 

7/24, 15:00,B1丁 

7/24, 17:00,B1丁，季殿賽 

7/24, 17:00,B1 戊，冠亞賽 



排球比賽場地配置圖 

 

 

體育館 2F        體育館 B1 

 

 



1. 單位：中原機械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劉彥霆

隊員：

 劉彥霆  曾明彥  林暉恩  邱廷燿

 盧奕中  陳衍衡  林育群  黃嘉榮

 陳毓麟

2. 單位：東吳資管

領隊： 教練：高儷禎 管理： 隊長：張家榕

隊員：

 張家榕  呂宇桀  王立德  謝孟璋

 李孟築  楊澤宥  胡志碩  王韋凱

 武宣至  程偉倫

3. 單位：中山醫醫學

領隊： 教練：徐仲庭 管理： 隊長：張峻源

隊員：

 張峻源  黃致穎  許崇義  黃政諭

 郭彥辰  黃品皓  李致諠  楊松齡

 黃駿逸  王亮凱  廖子誠  田廣傳

4. 單位：逢甲電機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楊宜修

隊員：

 楊宜修  林哲  李承憲  黃駿傑

 蔡秉修  張凱翔  陳善喆  陳健銘

5. 單位：中原應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卓瑞發

隊員：

 卓瑞發  詹鈞盛  蔡明諺  陳右崧

 古承勳  楊皓翔  傅泰松  王永濬

 蔡明碩  沈亞承

6. 單位：高大電機

領隊：黃 教練： 管理： 隊長：江俊毅

隊員：

 江俊毅  吳家駿  林奇和  吳炫德

 黃晨秦  李彥霆  陳志翔  邱繼群

 林則俊  洪紹軒

7. 單位：東吳企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吳蘊紘

隊員：

 吳蘊紘  林秉逸  李承澤  蘇向榮

 林詠鈞  林逸年  田宇喬  詹厚德

 周易

8. 單位：逢甲通訊

領隊：李森祥 教練： 管理： 隊長：江珈瑋

隊員：

 江珈瑋  黃昱瀚  林宥誠  吳家睿

 宋聖傑  邱鈺翔  林嵩庭  蘇政道

 李森祥  何昇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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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成大機械

領隊：蕭予瑄 教練： 管理： 隊長：陳育嫻

隊員：

 陳育嫻  許舒昀  蕭予瑄  唐葳

 陳狄欣  陳品瑜  郭伊珊  陳思綺

 沈佳蒨

2. 單位：逢甲國貿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潘沛妤

隊員：

 潘沛妤  周亦君  曾品貽  薛沄喬

 巫沁庭  陳芝宇  陳怡靜  賴苡綾

3. 單位：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品穎

隊員：

 陳品穎  林意軒  曾怡甄  吳姿蓉

 呂怡萱  陳玟喬  陳喻歆  陳綵瑩

4. 單位：逢甲航太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思妤

隊員：

 林思妤  孫承燕  施辰熙  林怡伶

 林沛吟  于閔華

5. 單位：中山醫學

領隊： 教練：簡欣第 管理： 隊長：張妤君

隊員：

 張妤君  陳姝慈  陳淳恩  詹子賢

 李沂家  林彥妤  江宜蓁  周慧筠

 李宜恩  楊巧瑜  王婕瑜

6. 單位：東海社工

領隊：洪昇暉 教練： 管理： 隊長：蔡貽雯

隊員：

 蔡貽雯  邱郁嘉  陳采瑄  黃冠茹

 林家儀  楊昀蓁  周欣慧  程郁喬

 賴宣羽

7. 單位：東吳企管女排

領隊： 教練：謝宏熙 管理： 隊長：陳韻涵

隊員：

 陳韻涵  徐敏凌  吳綽敏  楊心敏 

 陳潔心   邱可昀   徐婷慧  潘映瑜

 趙羿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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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魯西歐咖啡

領隊：吳盛發 教練： 管理： 隊長：蔣仕隆

隊員：

 蔣仕隆  張銘哲  孫瑋宏  梁智銓

 唐嘉欣  戴廷育  黃國輝  陳明亨

 陳加哲  吳盛發  張凱鈞  陳彥甫

2. 單位：梅林

領隊：曾柏翔 教練： 管理： 隊長：鄭育安

隊員：

 鄭育安  劉孝詮  吳睿杰  何佳鴻

 李唯幘  李崇恩  梁志瑄  何晟維

 林家豪

3. 單位：Todo早餐店

領隊： 教練：莊凱崴 管理： 隊長：黃伯菖

隊員：

 黃伯菖  譚皓予  呂柏緯  顏崧桓

 蔡孟洋  劉順棋  張宏逸  林世評

 黃哲盛  李忠翰  周祥恩  張楷蓵

4. 單位：波吉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志承

隊員：

 陳志承  楊勝翔  許立昂  陳伯彥

 鄭兆葳  王詔諺  蘇健豪  吳長霖

 杜瑞霖  陳威任  游鎮豪  孫世銘

5. 單位：雲象工程

領隊：康絮捷 教練：莊毅君 管理： 隊長：陳律侑

隊員：

 陳律侑  吳以諾  伍政廷  盧昱能

 戴嘉緯  陳建彰  謝雅仁  郭宇祥

 曾泓翔  翁煜家  岩明憲  李明穎

6. 單位：TSV

領隊： 教練：陳威宇、曾國晉、張景翔管理： 隊長：王嗣承

隊員：

 王嗣承  陳均浩  黃能亞  陳威宇

 王宇為  陳力嘉  陳宥綸  曾國晉

 張景翔  李政宥  蔡皓年

7. 單位：台北科大

領隊： 教練：張文馨 管理： 隊長：呂睿彬

隊員：

 呂睿彬  蔡文雄  曾聖閔  羅玄琦

 陳韋翰  吳柏賢  潘博政  林庭宇

 陳昱翔  劉聿宸  萬晁君  陳昱成

8. 單位：碩鋆商行(佳尚美) 藍隊

領隊：朱崇碩 教練：黃士銘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昇倫  周冠宇  陳致穎  呂姜耀凱

 莊智顯  黃謙巽  鄭立昇  陳冠銘

 高得益  丁子強  鄭旭辰

9. 單位：碩鋆商行(佳尚美) 白隊

領隊：朱崇碩 教練：黃士銘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家祥  林睿誠  陳晉倫  蕭宇棠

 黃家韋  蔡水泉  黃子銘  丁子強

 陳嘉榆  許立農  陳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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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位：可利x信仰運動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柏智

隊員：

 黃柏智  鄭玉森  許邱晉廷  陳冠中

 林政瑋  鄧岳昕  林佾煒  洪熙鈞

 李沛恩  吳信賢  陳政錡

11. 單位：起邱Boy帶我飛

領隊：周柏頤 教練： 管理： 隊長：周柏頤

隊員：

 周柏頤  陳奐彰  鄭化恩  林煒翔

 饒庭書  王懋臻  黃文聖  朱庭陞

 劉錦霖

12. 單位：庄咖俗

領隊：蔡峻豪 教練：李佳翰 管理： 隊長：蔡峻豪

隊員：

 蔡峻豪  鍾佳育  潘兆揚  詹曜光

 楊博宇  林彥凱  董墨非  陳柏任

 侯宥誠  廖昊哲  劉偉鈞

13. 單位：弘源五金

領隊：謝庭瑋 教練： 管理：魏立仲 隊長：謝庭瑋

隊員：

 謝庭瑋  陳宗甫  潘玠丞  郭亮

 張奕  梁育豪  凃乃綸  陳承尉

 黃瑋宏  陳厚祚  劉承典

14. 單位：台中天花板王X盛

領隊：曾聖文 教練：楊祖翔 管理：黃柏凱 隊長：翁振瑋

隊員：

 翁振瑋  曾聖文  黃柏凱  楊祖翔

 蔡承翰  楊旻燁  章皓翔  王興聖

 馮宗澤  薛禹康

15. 單位：清水高中

領隊：陳建福 教練： 管理： 隊長：鄭育宸

隊員：

 鄭育宸  陳仕閔  陳仕堯  王信銓

 蔡碩傑  郭信宏  陳宇強  林易辰

 黃建均  李博祐  蔡顯壕  廖炫中

16. 單位：台體體育

領隊： 教練：陳毓君 管理： 隊長：魏帷宸

隊員：

 魏帷宸  陳振文  林金龍  曾邑維

 郭仲軒  王善平  王智勝  宋冠霖

 楊琮淯  陳彥程  吳宗樺

17. 單位：卡妮兒內著

領隊：黃琮凱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家盟

隊員：

 林家盟  楊祖豪  曾偉誠  柯侑廷

 朱麒瑋  陳宇棋  許元清  楊政軒

 陳昱辰  王郁程  黃裕峻  戴晧偉

18. 單位：FSVB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峻銘

隊員：

 張峻銘  林宸瑋  蘇逸恩  林正翌

 張駿珅  蔡宗勳  楊睿騰  謝誌鵬

 張育誠  葉名揚  蘇育陞  邱翌愷



19. 單位：旗楠路燕南天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阮彥旻

隊員：

 阮彥旻  鍾境晏  楊尚霖  陳冠廷

 張嘉軒  張書華  周府隆

20. 單位：乎乾啦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禹志

隊員：

 陳禹志  王琮凱  林奕廷  邱舜裕

 唐琮珉  高子恩  洪道勝  盧奕錡

 趙禹傑  盧祐慶  曾建佑

21. 單位：明通2.0

領隊：林資皓 教練： 管理： 隊長：林資皓

隊員：

 林資皓  林秉辰  趙之偉  劉家佑

 劉宇峰  黃亮維  詹立丞  余政諺

22. 單位：佳尚美(新竹市)

領隊：吳鎮宇 教練：黃士銘 管理： 隊長：

隊員：

 翁語浩  陳羿廷  徐浩梁  鍾興龍

 施旻杰  陳晉倫  呂堂石  史曜誌

 楊博仁  簡宏峻  李佳翰

23. 單位：海龍王

領隊：張傑程 教練： 管理： 隊長：邱識庭

隊員：

 邱識庭  林佶昕  王貞智  劉定睿

 陳宇漢  朱育德  張子杰  伍翟椗

 林子恆  胡杰東  張傑程  張旻靖

24. 單位：田鵬打攔中

領隊：張雅婷 教練： 管理： 隊長：呂承浩

隊員：

 呂承浩  王昱勛  林仲華  田鵬

 劉其桓  曾昊玟  陳瑞文  吳昊龍

 田嘉宏  陳仕東

25. 單位：Jiger sports 

領隊： 教練：劉冠軍 管理： 隊長：蕭翁根

隊員：

 蕭翁根  蔡程皓  彭文聖  廖恆生

 郭廷愷  王任賢  余旻諺  陳昆賢

 黃玦頤  陳義勛  酆正駒

26. 單位：陽明交大男子排球隊  藍隊

領隊：張振興 教練：留鼎淙 管理：簡正欣、張珈瑜 隊長：鄭桄楙

隊員：

 鄭桄楙  鄭之泓  陳柏諺  詹鎧瑋

 蕭宜正  王皓平  鄭捷倫  王廷維

 段紹平  張杰宥  朱品霖  呂慶鴻

27. 單位：陽明交大男子排球隊  白隊

領隊：張振興 教練：留鼎淙 管理：簡正欣、張珈瑜 隊長：楊瀚博

隊員：

 楊瀚博  許誠  彭沛鈞  周凡議

 謝旻辰  陳又新  趙國良  高傳傑

 張勻敬  陳繹仁  蘇智海  陳余特



28. 單位：Nomind

領隊：李嘉華、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羅志侖  王佐宏  金奐宇  童信傑

 陳宏彬  葉書銘  柯宗沅  蔡景珩

 邱勁惟  林鼎皓  李宗諭  戴駿

29. 單位：台中家商

領隊：劉福鎔 教練： 管理：陳正淮 隊長：張傑智

隊員：

 張傑智  吳冠璋  廖子捷  陳晉銘

 廖廷育  陳昱齊  張丞  曾冠勳

 侯雋楷  許紹倫  林泓立



1. 單位：好友聯盟

領隊：王銘耀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彥希

隊員：

 林彥希  胡瑜庭  葉子寧  盧彥嵐

 羅儀璟  梁芸爾  葉芷伶  黃品柔

 官芸安  李妍葶  柳敏嘉  蔡宜廷

2. 單位：笑鼠倫

領隊： 教練：陳仕東 管理： 隊長：康智婷

隊員：

 康智婷  張恬芝  游乃衡  劉宸妤

 邱禹菱  林妗嬑  林文慧

3. 單位：台體體育

領隊： 教練：陳毓君 管理：吳蕙華 隊長：王筑璦

隊員：

 王筑璦  林宜茹  劉冠儀  鍾懷萱

 忻辰  潘思婷  陳佳歆  黃曉瑄

 葉倖羽  鄭羽媃  吳蕙華 

4. 單位：豐育科技

領隊： 教練：王德豐 管理： 隊長：

隊員：

 涂舒郁  鄭婷涓  邱子庭  陳佑蕙

 許涵琇  徐菁偉  盧映宇  陳思伃

 詹千儒  劉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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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達億鐵材行

領隊： 教練： 管理：伍采淩、劉元福 隊長：劉元福

隊員：

 劉元福  鄭喬羽  謝逸芸  朱曉玬

 洪一成  高修信  鄭旭辰  黃家韋

 游博崴  葉亮言  蘇郁珊

2. 單位：聖瓏企業

領隊： 教練：謝承洋 管理： 隊長：陳旻懋

隊員：

 陳旻懋  朱禾如  顏佳慧  簡宏峻

 余克昀  林源長  湯以甄  王振婷

 紀怡婷  謝鈺萱  翁瑞陽

3. 單位：碩鋆商行(佳尚美)

領隊：朱崇碩 教練：黃士銘 管理： 隊長：

隊員：

 蔡水泉  陳冠銘  張昇倫  周冠宇

 呂姜耀凱  丁子強  張家祥  詹芮昵

 蔡汶珈  鄭媛  曾懷萱   陳怡靜

4. 單位：自殺突擊隊

領隊： 教練：陳榮華 管理： 隊長：楊倬任

隊員：

 楊倬任  黃浩鈞  李宜恬  謝靜怡

 葉孟修  蘇廷芳  陳苡甄  陳君瑜

 林易澄

5. 單位：天竺鼠車車

領隊：林旻叡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旻叡

隊員：

 林旻叡  李政彥  於佳霖  劉紫若

 曾予暄  盧昱能  陳柏達  張以潔

 余嘉渏  黃思萍  韓俜亭  李孟霖

6. 單位：越球漫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魏加妤

隊員：

 魏加妤  陳彤旼  吳俊緯  嚴振宇

 越廣宇  賴昀  王皓晨  王毓萱

 林成翰  黃思肜

7. 單位：幼稚園打排

領隊：潘芊郡 教練： 管理： 隊長：潘芊郡

隊員：

 潘芊郡  洪一宏  林柏勳  黃郁茹

 凃元媛  何頡瑩  孫世銘  吳權祐

 劉盈辰

8. 單位：今晚我單身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畇融

隊員：

 李畇融  張瑋倫  陳柏紳  石犍仰

 康翊盈  李承嘉  陳誼嫻  劉子瑜

 林庭逸  施朝棟

9. 單位：朱朱要運動

領隊：王筠姍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淳羽

隊員：

 李淳羽  郭怡靜  童雅筠  孫啟容

 李翔  朱翊瑄  張鈞筌  吳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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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位：可利佳尚美

領隊：黃柏智、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宜蓁

隊員：

 李宜蓁  賴元玉  于芷萱  吳信賢

 沈芳誼  劉亞涵  陳法鈞  蔡幼群

 李方棋  許立農  黃謙巽  江育毅

11. 單位：翰霖苦茶油

領隊： 教練：林彥丞 管理： 隊長：王振宇

隊員：

 王振宇  林沂玟  紀永德  方婕馨

 林彥丞  杜晨瑜  李茂祁  羅慧真

 林蕙祺

12. 單位：千芊水產小舖

領隊：周金賢 教練： 管理： 隊長：周金賢

隊員：

 周金賢  許涵琇  黃靖雯  林威廷

 蘇雅琪  鍾興龍  曾詣安  林劭帆

 洪毓瑄  邱怡晴  許地紘  張宗荃

13. 單位：好友聯盟

領隊：王銘耀 教練：吳智瑋 管理： 隊長：吳智瑋

隊員：

 吳智瑋  王銘耀  謝嘉宸  陳沁眉

 戴詠欣  詹韻萱  岩明憲  蔡佳勳

 王彥文  邱哲偉  黃品柔  葉芷伶

14. 單位：被三秒膠黏住的腳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余庭柔

隊員：

 余庭柔  洪議豐  許富翔  曾柏維

 鄭宇婷  楊茹方  唐琮珉  鄭柏聖

 曾冠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