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運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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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強賽歡迎共商打單局 31分制】 

  

賽事官網請掃描＞＞＞ 



大專男子混合科系組決賽【取前 4名頒獎】 

 

8/14,10:00,2F 丙 

8/14,08:00,2F 丙 

8/14,09:00,2F 丙 

8/14, 11:30,2F 丙，季殿賽 

8/14, 12:30,2F 丙，冠亞賽 



社會男子組決賽【取前 3名頒獎】 

 

  
8/14,10:00,2F 甲 

8/14,08:00,2F 甲 

8/14,09:00,2F 甲 

8/14, 11:30,2F 甲，季殿賽 

8/14, 12:30,2F 甲，冠亞賽 



排球比賽場地配置圖 

 

 

體育館 2F 

 

 



1. 單位：新民路伍佰捌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庭熠

隊員：

 林庭熠  莊濬橙  潘恩立  蔡爾源

 謝昇芫  蔡侑哲  陳致佑  王子函

 馮思祐  曾柏翔  李展諺

2. 單位：政治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祐丞

隊員：

 林祐丞  劉庭語  仲國寧  蕭柏煒

 尤信淵  柯璟廷  賴任寬  林竣凱

3. 單位：理性打排

領隊： 教練：許浩洋 管理： 隊長：邱識庭

隊員：

 邱識庭  劉定睿  吳淙翰  蕭棠恩

 陳德宇  陳政宗  蔡承翰  胡杰東

 陳宇漢  李日凱

4. 單位：國北發科

領隊：王韋中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廷瑋

隊員：

 陳廷瑋  黃禮鴻  許証曜  羅冠博

 李欣翰  黃富祥  吳宇峻  王韋中

5. 單位：逢甲不分系

領隊：翁振緯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李森祥  王祈斌  黃柏儒  蔡承翰

 翁振瑋  蔡秉修  羅竹言  許元清 

 楊旻燁  江珈瑋

6. 單位：丁丁大集合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蘇琛皓

隊員：

 蘇琛皓  李彥儒  張維宸  張凱智

 凃啟超  汪祐丞  汪耀華  鄭煜承

7. 單位：亞洲大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珈銨  楊睿騰  劉子瑜  廖楚皓

 胡凱智  孫秉璿  張駿珅  張泰源

 陳彥丞  林威旭  簡冠晨  林思緯

8. 單位：貓咪後空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柏任

隊員：

 陳柏任  柯瑞哲  賴羿亨  徐鳴邦

 許易展  章博皓  涂睦皙  李康平

 黃振豪  謝燿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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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松齡  田廣傳  張家豪

 郭彥辰  黃駿逸  李致諠  黃政諭

 許崇義  楊凱麟  黃致穎  廖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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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位：中興大學園藝系

領隊：黃筌揚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廷祐

隊員：

 李廷祐  武柏宇  朱秝儀  王羅喆

 邱偉榤  張魁元  蔡鴻恩  王偉揚

 黃筌揚

11. 單位：50元的檳榔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浩然

隊員：

 李浩然  許博凱  林楷翔  盧陸斌

 藍翊愷  黃渨森  曾聖倫  楊克武

 謝庭富  姜秉勳  黃士綨  郭旻儒

12. 單位：瑞漢堡貝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鞠睿瀚

隊員：

 鞠睿瀚  葉易承  方偉驊  詹鈞評

 龐宇軒  黃澔元  莫于寬  李柏誠

 鍾笠偉  謝誌鵬  余典羲  章瑋桀

13. 單位：雲科機械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楊明峰

隊員：

 楊明峰  廖崧全  郭晉豪  郭佑誠

 梁育瑨  王柏翔  吳秉霖  高培智

 簡子易  黃茂昇  張凱鈞  謝展辰

14. 單位：僑光科大

領隊：張雅婷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袁至駿  張朝傑  呂承浩  陳瑞文

 李國暐  曾昊玟  劉其桓  羅景賢 

 劉希賢

15. 單位：齊天大聖孫悟空

領隊：賴筱文 教練： 管理： 隊長：張祐凱

隊員：

 張祐凱  湯宜諺  陳法磬  王宸輿

 陳鈺璁  李紹墉  黃尚文  吳昆展



1. 單位：DOMAIN

領隊：沈家茗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鄭漢亭  廖敏亘  蔡名堯  劉永翔

 游鴻鎮  林柏樺  簡立昇  沈家茗

 周敬翰

2. 單位：社聯

領隊：林博宏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博宏

隊員：

 林博宏  蔡日恩  王顥諭  蔡翔宇

 姚宏霖  羅啟源  蘇詮恩

3. 單位：電線桿

領隊：曾建華 教練： 管理： 隊長：曾建華

隊員：

 曾建華  林秉閎  邱余煌  王家謙

 李昆燁  林建良  張兆銘  劉康宇

 楊硯傑

4. 單位：普悠瑪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胡宗莆  李書毅  林冠瑋  莫于寬

 萬家榕  陳則瑋  陳韋翰  顏自立

 李冠廷  鄭翰鴻  胡叡濠

5. 單位：崁頂農場

領隊：李唯幘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崇恩

隊員：

 李崇恩  邱威勝  蔡秉諺  涂睦曦

 吳睿杰  林冠宏  李唯幘  顏均叡

 劉懷文  陳憲緯

6. 單位：排咖一缺五

領隊： 教練：林聿萱 管理： 隊長：許易展

隊員：

 許易展  王柏翔  張駿珅  傅鈺閔

 謝燿駿  李承育  陳楷洹  章博皓

 陳建宇  邱翌愷  吳秉霖  梁嘉展

7. 單位：波吉

領隊：吳庠鈞 教練： 管理： 隊長：吳庠鈞

隊員：

 吳庠鈞  王詔諺  施旻杰  陳志承

 楊少謙  張孟哲  蔡侑廷  陳賢祐

 盧囿霖  梁崇瑋

8. 單位：玩具總動員

領隊：方婕馨 教練： 管理：潘筱婷 隊長：紀永德

隊員：

 紀永德  蕭逸昇  利高任  薛禹康

 李沛恩  王晨豪  侯伯融  陳建辰

 侯鑒罡

9. 單位：台灣頂尖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城彥

隊員：

 張城彥  許少維  陳唐宇  侯瑋杙

 羅振峰  黃星耀  黃仁威  林瑋翔

 趙柏竣  曹育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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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位：蒙古草原

領隊：陳建福 教練： 管理： 隊長：鄭育宸

隊員：

 鄭育宸  蔡顯壕  陳健銘  黃建鈞

 黑木準人  李博祐  王信銓  郭信宏

 林易辰  陳仕閔  陳仕堯

11. 單位：卡妮兒內著

領隊：黃琮凱 教練： 管理： 隊長：王瑋國

隊員：

 王瑋國  張鈞荃  李翔  王興盛

 楊政軒  楊祖豪  黃浩鈞  林家盟

 陳宇棋  許元清  陳昱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