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籃球 

1. 單位：勤大電機系       

領隊：廖崑富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冠廷 

隊員：       

李冠廷 楊士霆 詹易昇 謝易修 

陳品諭 廖睿珉 孫尊皓 林子弘 

蔡孝緯 葉鍹潁 王勝彥 廖崑富 

莊凱翔       

2. 單位：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領隊：黃雨婷 教練： 管理： 隊長：廖泓宇 

隊員：       

廖泓宇 吳俊賢 賴彥樺 曾致維 

韓政廷 陳冠綸 李振維 郭鴻鈞 

林至鎧 彭俊傑 閔文昱 周禹丞 

潘威志 蔡汶翰     

3. 單位：勤益機械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謝宣翰 

隊員：       

謝宣翰 吳典融 陳奕含 鄭睿凱 

唐悅洲 王天安 鄭宇軒 張允嘉 

陳柏倫       

4. 單位：勤益機械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成佳 

隊員：       

黃成佳 彭紹峯 王威皓 王政勳 

葉柏緯 楊子樊 曾安廷 施鈺龍 

賴冠廷 黃柏勳 陳瑋 賴俞勳 

林邑澤 陳品鈞 陳柏銘 林郁宸 

5. 單位：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領隊：劉軒宇 教練： 管理：張琳、張育慈 隊長：劉軒宇 

隊員：       

劉軒宇 呂柏陞 吳虹毅 陳伯安 

顏宏哲 曾冠鈞 楊景欽 許琞崴 

王偉航 謝儀威     

6. 單位：中教大資工系       

領隊：郭燕蓉 教練：徐志傑 管理：郭文翎 隊長：阮文謙 



隊員：       

阮文謙 吳玠 陳功憲 蔡宗軒 

陳科任 吳今詠 魏仲鈞 林宜賢 

張智淵 江冠毅 楊育修 劉鳳儒 

7. 單位：中興大學機械系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翁瑋廷 

隊員：       

翁瑋廷 徐雍軒 黃裕翔 陳昱銘 

黃丞右 黎大成 陳柏伸 王中偉 

羅嘉賢 潘郁嚮 彭成量 麥育軒 

8. 單位：中興大學機械系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邱國銘 

隊員：       

邱國銘 孫維澤 蘇庭威 鄭景昇 

郝汝庭 陳俊甫 許富堯 蔣築灝 

邱品捷 廖翊淳 莊承諭 李家耕 

錢東林 游士寬 洪晨皓 蔡昱廷 

張銘翔       

9. 單位：高海供應鏈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程凱裕 

隊員：       

程凱裕 阮海龍 陳建豪 左鎰誠 

邱柏維 李明澔 李品富 陳祺 

蔡淯丞 張銘升 黎鎮銓 陳世翃 

10. 單位：銘傳資傳       

領隊： 教練： 管理：王苡茜、陳馥伊 隊長：郭耀宇 

隊員：       

郭耀宇 王君僑 李劭宣 陳旻宏 

鄭彥謙 梁文俞 劉竑礽 張瑋展 

蘇子喻 羅云聖 李紹銘 張皓恩 

許弘文       

男生排球 

1. 單位：興大化學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歐奕昇 

隊員：       

歐奕昇 朱奇祐 陳俊吉 劉思楷 



邱冠智 謝秉翰 吳展瑜 蔡佳祐 

王承宗 黃健賓 蕭力瑋 徐同祐 

2. 單位：中興生命科學系       

領隊：黃子瑋 教練： 管理： 隊長：黃子瑋 

隊員：       

黃子瑋 劉徳枏 賴則皓 陳彥文 

游斯帆 林育鋒 蔡尚衡 李宗軒 

嚴穎晟 謝華殷 許廷瑜 葉漢中 

3. 單位：交大電機系排       

領隊：周建龍 教練： 管理： 隊長：蔡政勳 

隊員：       

蔡政勳 林韋志 葉思宏 高睦 

楊凱翔 許仕杰 陸昱霖 林家安 

葉鎮嘉 陳育庭 賴柏諺 許子恆 

4. 單位：中興企管       

領隊：林昇群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昇群 

隊員：       

林昇群 吳彥鋒 張睿均 潘奕昕 

黃怡誠 張祖翔 徐鵬洋 陳灝 

王偉晉 呂承奕 邱品勳   

5. 單位：海科供應鏈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凱淯 

隊員：       

張凱淯 張智維 陳冠宏 洪靖閔 

林靖崧 張盛豪 謝陳志光 錢冠諺 

陳柏皓 梁立甫 陳宗群 盧禹証 

6. 單位：雲科機械       

領隊：王稚元 教練： 管理： 隊長：王稚元 

隊員：       

王稚元 林成億 林名杰 吳易松 

余承軒 林暐傑  吳青霖  吳柏璋 

蕭廷叡       

7. 單位：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劉冠宏 

隊員：       

劉冠宏 林一守 陳晏世 林翔中 

余汯恩 葉禹彤 陳品端   



8. 單位：中興植病       

領隊：林奕嘉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奕嘉 

隊員：       

林奕嘉 杜紀寬 王人葦 張峻瑋 

梁哲彰 林建言 朱皇熹 林柏鈞 

陳俊廷 蘇政誠 葉崇瑋 江政霖 

9. 單位：高應大資管男排       

領隊：姜承佑 教練： 管理： 隊長：姜承佑 

隊員：       

姜承佑 魏廷穎 劉鈞庭 郭冠廷 

林琨閔 李宜霈 廖冠翔 劉覺智 

黃昱澤 蔡政珉     

10. 單位：中興財金       

領隊： 教練： 管理：王曉愛、黃琪勻、許劭維 隊長：陳昱睿 

隊員：       

陳昱睿 龔信安 陳輝豪 劉彥辰 

江柏謙 蕭皓介 劉泰福 林宏駿 

楊博宇 蔡周虔 黃士恩 劉永翔 

11. 單位：逢甲大學電機系       

領隊：周靖倫 教練： 管理： 隊長：周靖倫 

隊員：       

周靖倫 曾彥翰 游智翔 王士華 

李冠杰 楊子毅 黃育洲 張家豪 

12. 單位：中科統計       

領隊： 教練：王詔諺 管理：謝子盈、廖慈育、蔡佳孚 隊長：王詔諺 

隊員：       

王詔諺 陳柏聿 沈禹丞 戴嘉辰 

李建敏 許以力 許普陀 許哲源 

陳冠霖 黃冠傑 鄭可庸   

13. 單位：中興環工系       

領隊：林聖傑 教練： 管理： 隊長：林聖傑 

隊員：       

林聖傑 王博弘 陳宗宏 陳亮言 

葉日勛 李易達 賴文雄 林兆元 

劉柏沂       

14. 單位：中興資工系       

領隊：柯議翔 教練： 管理： 隊長：柯議翔 



隊員：       

柯議翔 胡九云 王韋鈞 彭顯詠 

許丰譯 陳鐿文 莊士賢 王文樺 

張家齊 方正揚 林彥緯   

15. 單位：海大養殖       

領隊：無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彥齊 

隊員：       

林彥齊 林敬倫 詹惟傑 徐子雄 

邱資恒 陳彥霖 李秉軒 陳楷沅 

蔡宜廷 李承修 蕭庭巖 許仁鴻 

16. 單位：中興大學生機系       

領隊：王鈺仁 教練：徐子桓 管理：徐旐新 隊長：徐子桓 

隊員：       

徐子桓 徐毓廷 王禹傑 林宗呈 

陳明鎰 曾文群 袁祚儒 劉冠宏 

張勝彥 余承軒 徐旐新   

17. 單位：朝陽景都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趙麒淋 杜彥良 劉罡凱 謝仲評 

陳彥彣 張宇熙 吳諾樸 賴育仁 

蔡傑名       

18. 單位：逢甲運輸物流       

領隊：吳育豪 教練： 管理： 隊長：吳育豪 

隊員：       

吳育豪 古昇罡 吳少綸 張子捷 

黃仁譽 邱奕安 黃逸倫 林鈺皓 

唐永宸 邱柏凱 姚慶忠   

19. 單位：亞洲休憩       

領隊：李欣霈 教練： 管理： 隊長：楊凱鈞 

隊員：       

楊凱鈞 黃威翔 陳柏宇 王笙宏 

劉仁得 蕭旭宏 邵偉倫 戴廷育 

吳鍾育 陳廷軒 黃耀興 王聖棋 

20. 單位：台藝大圖文系       

領隊：邱郁鈞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游敦凱 施聖偉 吳宗翰 吳尚祐 

邱郁鈞 張凱傑 高孟鈺 林正翌 

女生排球 

1. 單位：興大化學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欣蕙 

隊員：       

李欣蕙 林怡君 謝宜臻 邱曉綺 

姜彤 江雁婷 謝采珊 王微晴 

黃鈺晴 賴彥儒 吳宜靜 洪嘉欣 

2. 單位：交大人社系       

領隊： 教練：方泓翔 管理：陳雅君 隊長：洪瑋 

隊員：       

洪瑋 賈婷之 段定語 江欣 

王沛軒 李祐霖 楊宜蓁 黃承歆 

陳姿羽       

3. 單位：中興土木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鄔岱芸 

隊員：       

鄔岱芸 羅婕 劉蓉 賴姿尹 

張維珈 蔡佩珊 陳鈺靜 陳亦萱 

劉彩婷 王能仁     

4. 單位：東海大學社工系       

領隊： 

教練：賴孟瑜、

顏秋宜 管理： 隊長：楊昀潔 

隊員：       

楊昀潔 何昱潔 楊惠心 林品妤 

周宸如 姜姿羽 許芳榕 孫承絃 

吳佩昀 王思勻 李嬑璇   

5. 單位：海大養殖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何宜恬 

隊員：       

何宜恬 謝佳樺 陳誼 戴靖紋 

薛皓芸 林詩庭 李采芸 劉璟儀 

楊詩涵 陳哈拿 洪青優 劉沂涓 

6. 單位：高醫心理女排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予君 



隊員：       

王予君 蕭湘芳 林芷筠 陳亭妤 

高述華 黃笙雅 謝佳穎 廖姿穎 

陳榕婕 李逸軒 謝宜珊 蕭舒謙 

7. 單位：逢甲中文       

領隊：李綉玲 教練：鐘日朗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美晶 林佳禎 尤湣方 高靖雯 

陳詩涵 陳萩娟 林若瑜 梁曉欣 

林致萱 吳芝儀 方嘉淳 謝孟伶 

8. 單位：中興農藝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芷露 

隊員：       

王芷露 鄒佩諠 廖翊君 鄭惠華 

蔡憶蓮 林詠淳 何善學 許容綺 

9. 單位：中興大學環工系       

領隊：呂淳珍 教練： 管理： 隊長：呂淳珍 

隊員：       

呂淳珍 陳渝旻 王佑蓁 朱品妃 

石丞均 詹艾霖 楊采璇 林君璇 

邱羽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