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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活動 

(一)、活動宗旨 

    為促進全國統計學暨相關研究所運動交流，舉辦多元的球類競賽，以球會友增進彼此友 

    誼，特舉辦本賽事。 

(二)、活動日期 

民國106年12月16號、106年12月17號 

(三)、活動地點 

 中興大學室外籃球場、室外排球場、體育館 (地址：台中市402南區興大路145號)  

 大里壘球場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永隆六街62號) 

(四)、活動對象 

   全國大專院校統計相關研究所之在學研究生與專任教師。 

(五)、比賽項目 

籃球、排球、羽球、桌球、壘球 

(六)、主辦學校順序 

順序 單位名稱 

1 成功大學統計研究所 

2 中正大學統計科學研究所 

3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4 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5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 

6 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7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8 政治大學統計研究所 

9 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10 國立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11 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12 清華大學統計研究所 

13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 

14 東海大學統計研究所 

15 淡江大學數學研究所數理統計組 

16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 



17 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 

18 逢甲大學統計與精算研究所 

19 交通大學統計研究所 

20 台北大學統計研究所 

 

二、 活動流程 

<關於開幕閉幕> 

2017統研盃日期：2017.12.16(六)~2017.12.17(日) 

(一)、開幕典禮 

時間：2017年12月16日早上8點00分 

地點：中興大學體育館B1 

開幕流程： 

進行項目 時間 

學校入場及領取秩序冊、收據 7:30~8:00 

師長致詞 8:00~8:10 

活動場地介紹 8:10~8:20 

＊開幕之參與人數列入總錦標的計算 

總錦標計算方式 

冠軍 5 

亞軍 3 

季軍 1 

開幕參與人數，每三人加一分，最多加五分 

(二)、閉幕典禮 

時間：2017年12月17日下午5點00分 

(閉幕時間將依當天比賽情況而有所調整) 



地點：大里壘球場 

閉幕流程： 

進行項目 時間 

學校入場 16:50~17:00 

師長致詞 17:00~17:10 

各球類頒獎 17:10~17:30 

精神總錦標 17:30~17:40 

閉幕 17:40~17:50 

 

(三)、閉幕典禮(雨天備案) 

時間：2017年12月17日下午1點30分 

(閉幕時間將依當天比賽情況而有所調整) 

地點：體育館B1 

閉幕流程： 

進行項目 時間 

學校入場 13:20~13:30 

師長致詞 13:30~13:40 

各球類頒獎 13:40~14:00 

精神總錦標 14:00~14:10 

閉幕 14:10~14:20 

 

 
 

 

 

 



三、 各球類比賽規則 
籃球 

(一)參賽人數：男女生共12人。 

(二)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三)比賽規則：除本賽事特殊規定外，其餘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規則。 

1、女生傳球不可抄球，男生不可對女生抄球及阻攻。違例罰則:直接算女生得兩分，球由違例方

從端線發球。 

2、比賽場上球員名單中，最多可有兩位女生(或教師)下場，且必須整場都在場上比賽，如有一名

總分加五分，最多加十分。 

3、女生可對女生採任何正常防守動作，男生對男生亦同。 

4、比賽採上下半場規定，時間為各二十分鐘，採不停錶比賽，中場休息五分鐘，最後五分鐘採停

錶比賽。 

5、比賽暫停上半場有兩次，下半場有三次，且每次暫停時間為三十秒。 

6、延長賽採停錶五分鐘制，相關規則延續，雙方各有一次暫停，犯規累積延續下半場，如再同分

則再進行延長加賽，直到有一方勝出。  

7、比賽中如需換人，只能以同等資格球員交換，違者取消加分。     

 8、若當天遇天候因素則須採取雨備規則，比賽時間各為上下半場各10分鐘，原本加分規則改為女

生(或教師)加3分，最多加6分。 

 9、如有其他未盡事宜，則於比賽當天公佈。 

(四)比賽用球：比賽採用國際認證合格之用球。 

  



排球 

(一)參賽人數 

1.比賽採男女混排，每場比賽至少兩位女生（含女性教職員）上場。 

2.每校限報一隊，每隊報名人數不限，比賽登錄限十二人。 

(二)比賽制度：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三取二、四取二)，決賽採單敗淘汰賽制。 

(三)比賽規則：除本賽事特殊規定外，其餘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規則。 

   1、比賽採三局二勝制，局數二比零則比賽提前結束。前兩局先得二十五分且領先對手兩 

      分為勝，若連續deuce多次，則先取得三十一分之隊伍為勝；第三局八分換場、先獲得 

      十五分且領先對手兩分為勝，若連deuce多次，則先取得二十一分之隊伍為勝。 

  2、比賽不採自由球員制度。 

  3、若開局場上女性球員多於２名，每多１名加２分，但須保持開場時的男女 

     人數，違者取消加分。(若三名女性球員上場開場可加兩分，四名以上女性球員上場開 

     場可加四分，最多加至四分，15分局至多加至兩分，每局內必需保持不影響加分的男女  

     人數，違者取消所有加分。)（於此只算女性資格，教師必須為女性才有加分。） 

  4、球網高度依照女網二點二四公尺。 

  5、男性球員於三米線前：不能以單手將高於肩膀的球擊入對方球場，也不能於起跳行為之 

後將球擊入對方球場，違者以犯規論，但是男性球員進行攔網行為則不受此二規則所限 

制。 

  6、男性球員不得對女性球員進行攔網，違者以犯規論。 

  7、每隊每局可暫停兩次，每次暫停為三十秒。局與局之間休息一分鐘。 

(四)比賽用球 

    比賽採用國際認證合格之用球。 

(五)其他注意事項 

  1、場上球員需有背號。 

  2、若當天氣候不佳裁定需移至室內場時，得採用雨備規則：預賽及決賽採單敗淘汰賽制。 

     改為三局兩勝制，但三局皆改為十五分，並參照原第三局規則，但前兩局八分時不換 

     場，第三局才有換場規則。 



桌球 

(一)參賽人數 

      每場比賽依序分為：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共計五點，可兼點，每人最多兼一點，

因此報名每隊至少4人最多10人，女生可打男生點，可排棄點。 

(二)比賽制度：預賽採分組單循環賽制(三取一、四取二)，複賽採單敗淘汰賽制。預賽之成績計算方

式如下: 

    1.每場勝者得 2 分、敗者得1分、未比賽或未賽完者得0分，排名順序應先以積分多寡 

決定，積分多者為勝。 

 2.該組內若有二隊積分相同時，以勝者為勝。 

 3.該組內若有二隊以上積分相同時，各相關隊伍名次應以相關隊伍間的勝率定之；依序 

計算點數、局數、分數之勝率，勝率高者為勝，若計算到分數還無法分出勝負，則以 

抽籤定之。(勝率=得分÷失分)。 

(三)比賽規則：除本賽事特殊規定外，其餘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規則。 

    1.預賽五點須全部賽完(各點之勝負皆列入成績考量) ，每點採三局二勝制；決賽採五點三勝制，

每點採五局三勝制；每一局比賽採11分制。 

    2.每點比賽雙方各有1次暫停機會，暫停時間為1分鐘。 

    3.比賽時若有選手因故未到被判棄權時，則取消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資格。(預賽時，該點局數

計為2比0，每局比分記為11比0。 

    4.如有使用特殊膠皮(短顆、長顆或anti等)，需事先告知對手。 

(四)比賽用球：比賽採用國際認證合格之用球。 

(五)其他注意事項 

    1.各隊應按預定比賽時間提前半小時到場，並填寫及提出出賽名單(證件出賽時備查)，如 

   比賽時間有所變更，以大會競賽組報告為準。 

    2.請勿穿著以白色為主體之服裝 

    3.大會不提供球拍，請自行攜帶。球拍正反板面需為一紅一黑。 

 



羽球 

(一)參賽人數 

    每場比賽依序分為：女雙、男雙、混雙，每隊最多10人。 

(二)比賽制度 

    預賽採循環制(三取一、四取二)，3點均須賽完，勝2點者為勝。決賽採單淘汰制，先勝2 

    點者為勝。 

(三)比賽規則：除特殊規定外，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規則。 

   1.比賽採 3點 2勝制(女雙、男雙、混雙)。每點 31分，16分換邊，先得到 31 分者為勝。 

   2.每場比賽只限 1人可兼點，惟限兼 1點；女生可兼男生點，但男生不可兼點。 

   3.積分計分方式：棄權、比賽中棄權或棄點，其每點計分方式為 0比 31；循環賽中若勝場數相同，

則以相關隊伍勝場數多者為勝；若勝場數相同，則以相關隊伍得分總和數大者為勝；若再相同，

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四)比賽用球 

    比賽採用國際認證合格之用球。 

(五)其他注意事項 

    大會不提供練習用球，請自行攜帶。  



壘球 

(一)報名人數 

    每隊10至11人(含EP)，登錄上場至多25人，女生隊員至少2位其中1位需上場守備。壘球可用專任

擊球員(EP)。每位先發球員均有一次再上場機會，上場必須回原棒次。 

(二)比賽制度：採單敗淘汰賽，不打季殿賽，三四名並列季軍並皆有獎盃，本次比賽限用 

    木、竹棒比賽。 

(三)比賽規則：除特殊規定外，採中華民國壘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規則。 

   1.採7局45分鐘並行制，四強賽後(含四強賽)採7局50分鐘並行制。  

   2.領先分數達4局10分或5局7分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 

   3.假設該局結束，所用時間已超過預定時間或不足五分鐘，裁判有權停止比賽，以該局結 

束之比分判定勝負。(若在上半局時比賽時間已到，則下半局仍要比完)  

   4.若時間已到或超過七局時，兩隊呈平手狀態，則進入驟死賽，兩人出局滿壘(壘上跑者為前一局

最後三名打者)，打者接續上一局最後一個打擊者，直到分出勝負。  

   5.打擊與跑壘者須戴頭盔方能上場，比賽進行中不得蓄意將頭盔摘下，否則判定該選手出  

     局，若在跑壘間掉落亦直接判定出局。 

   6.比賽球數從一好一壞開始計算。 

   7.比賽採All free制。若傳接球失誤導致球落出死球線外時（由裁判依規則判定）。 

   8.為顧及比賽之安全性暨球隊間之和諧，球賽中如有任何一員惡意衝撞或甩棒行為發生，第一次

給予雙方隊伍警告，若有任何一員再犯處予驅逐出場，並不得在參與本次比賽。  

   9.回本壘只要踩到好球帶或本壘板就算得分。比賽採本壘前4.5公尺線的規定。  

  10.禁穿鋼釘鞋，允許穿膠釘鞋，若比賽中發現有球員穿鋼釘鞋，則該球員立即驅逐出場。  

  11.守備部份，至少維持一位女生在場上。  

  12.打擊部份，至少維持一名棒次為女生，女生球員不能為連續棒次。  

  13.女生打擊界內落地即安打，如遇壘上有人的狀況則循序推進。  

  14.女生打擊部份，若直接將球擊出穿越內野手及在外野手前落地之界內飛球即為二壘安    打，

且為死球狀態，（擠壘狀況下）壘上跑者可推進兩個壘包，如球穿越外野手後落地    之界內

飛球，即為全壘打。  

  15.女生打擊時，守備球員與本壘的距離不得小於投手與本壘的距離（半徑）。  

  16.球賽若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力之特殊情況，由主審和雙方隊長認定是否繼續比賽（原則上遇到

打雷、閃電、積水則停賽），若未能繼續比賽時，滿3局可由主審裁定比賽。 

(四)比賽用球：比賽採用國際認證合格之用球。 

(五)其他注意事項 

   1.若需延後比賽的場次過多，大會有權改變賽制。  



   2.中途如有重大變故，由大會公佈並通知應變措施(在賽事官網公布)。  

   3.各隊出場比賽時，請務必穿著整齊之比賽球衣(需有背號)出場比賽，若無球衣者，請穿   著統

一顏色服裝，且著大會提供號碼衣。 

   4.請各隊自備球具〔(打擊)頭盔、壘球棒、手套〕，如因球具不足導致無法比賽本大會不負任何

責任。 

 

 

 

 

 

 

 

 

 

 

 

 

 

 

 

 

 

 



四、 各球類賽程內容 

(一)、各球類賽程 

1.籃球 

12/16(六) 

時間 室外籃球場6 體育館B1南 

0830-0930 輪空 北大/彰師 

0930-1030 台大統計/清大 高大/淡江 

1030-1130 中央/交大 台大流預/中原 

1130-1230 中研院/A 東華/中山 

1230-1330 輪空 中興/輔大 

1330-1430 政大/成大 中正/B 

1430-1530 C/D E/F 

1530-1630 G/H I/J 

 

 

 

 

 

12/17(日) 

時間 體育館B1南 

0800-0900 K/L 

0900-1000 M/N 

1030-1130    季殿      O-/P- 

1130-1230    冠亞      O+/P+ 

 

 

 

 

 

 



籃球雨備 

  

 

 

 

 

 

 

 

 

 

 

 

 

 

 

 

 

 

 

 

 

12/16(六) 

 時間 室內籃球場 

A 0830-0900 北大/彰師 

B 0900-0930 台大統計/清大 

C 0930-1000 淡江/高大 

D 1000-1030 中興/輔大 

E 1030-1100 中央/交大 

F 1100-1130 台大流預/中原 

G 1130-1200 中研院/C+ 

H 1200-1230 中山/東華 

I 1330-1400 政大/成大 

J 1400-1430 中正/A+ 

K 1430-1500 B+/G+ 

L 1500-1530 D+/E+ 

M 1530-1600 F+/H+ 

N 1600-1630 I+/J+ 

12/17(日) 

 時間 室內籃球場 

O 0800-0900 K+/L+ 

P 0900-1000 M+/N+ 

Q 1000-1100 季殿    O-/P- 

R 1100-1200 冠亞    O+/P+ 



2.排球 

預賽 

12/16(六) 

時間 室外排球場5 室外排球場6 體育館B1北 

0830-0930 中正/東華 中興/輔大 清大/淡江 

0930-1030 彰師/政大 - 成大/北大 

1030-1130 台大流預/政大 - 高大/中興 

1130-1230 清大/北大 成大/淡江 交大/中正 

1230-1330 北大/淡江 清大/成大 交大/東華 

1330-1430 高大/輔大 - 台大流預/彰師 

 

複賽(賽程於當天複賽抽籤完後公布) 

12/16(六) 

時間 室外排球場5 室外排球場6 

1530-1630   

1630-1730   

 

 

 

12/17(日) 

時間 體育館B1北 

0830-0930  

0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排球雨備 

12/16(六) 

 時間 室內排球場 

A 0830-0920 輔大/中興 

B 0920-1010 中正/東華 

C 1010-1100 彰師/政大 

D 1100-1150 清大/淡江 

E 1150-1240 成大/北大 

F 1240-1330 高大/A+ 

G 1330-1420 交大/B+ 

H 1420-1510 台大/C+ 

I 1510-1600 D+/E+ 

 

 

12/17(日) 

 時間 室內排球場 

J 0830-0930 G+/H+ 

K 0930-1030 F+/I+ 

L 1030-1130 季殿   J-/K- 

M 1130-1230 冠亞   J+/K+ 

 

 

 

 

 

 

 

 

 

 



3.桌球 

預賽 

12/16(六) 

時間 桌球桌1 桌球桌2 桌球桌3 桌球桌4 桌球桌5 桌球桌6 

0830-0940 交大藍/ 

淡江 

成大/中興 清大白/中原 交大白/ 

台大流預 

高大/銘傳 中山/中央 

0940-1050 交大藍/ 

中興 

成大/淡江 清大白/ 

台大流預 

交大白/ 

中原 

輔大/銘傳 中正/東華 

1050-1200 中興/淡江 交大藍/ 

成大 

台大流預/ 

中原 

清大白/ 

交大白 

清大藍/ 

中央 

北大/東華 

1200-1310 輔大/高大 - 清大藍/中山 - 北大/中正 - 

 

複賽(賽程於當天複賽抽籤完後公布) 

12/17(日) 

時間 桌球桌1 桌球桌2 桌球桌3 桌球桌4 

0830-1000     

1000-1130     

1130-1300     

 

4.羽球 

12/16(六) 

時間 1 2 3 4 5 6 

0830-0930 中正/ 

中研院 

交大白/ 

政大 

交大藍/ 

逢甲 

輔大藍/ 

台大流預 

成大藍/ 

淡江 

輔大白/ 

高大 

0930-1030 北大/ 

中研院 

清大藍/ 

政大 

逢甲/中興 中央/ 

台大流預 

清大白/ 

中原 

成大白/ 

彰師 

1030-1130 成大藍/ 

高大 

輔大白/ 

淡江 

清大白/ 

彰師 

成大白/ 

中原 

北大/中正 清大藍/ 

交大白 

1130-1230 高大/淡江 成大藍/ 

輔大白 

彰師/中原 清大白/ 

成大白 

中興/ 

交大藍 

中央/ 

輔大藍 

 

 

 



複賽(賽程於當天複賽抽籤完後公布) 

12/17(日) 

時間 1 2 3 4 

0830-0930     

0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5.壘球 

 

12/17(日) 

0800-0900 東華/成功 

0900-1000 中興/高大 

1000-1100  清華/A 

1100-1200 北大/交大 

1200-1300 台大流預/B 

1300-1400 政大/中央 

1400-1500 C/D 

1500-1600 E/F 

1600-1700 G+/H+ 

 

 

 

 

 

 

 



 (二)、各球類賽程圖 

1.籃球 

2.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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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桌球(三取一、四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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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羽球(三取一、四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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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壘球 

 
 

 

6.桌球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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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羽球複賽 

 

 

五、 各球類選手名單 

籃球 

1.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鍾騰逸 

隊員：       

鍾騰逸 蕭維政 吳淳硯 林孝穎 

黃信恩 曾奕齊 盧翰均 曾立豪 

陳俊穎 李翰岳 吳懿倫 許閔翔 

許錦駿 程麒任 林依靜 林立偉 

張逢文 呂宣霆 鄧育欣 謝佳君 

李錫諺 謝岳廷 邱于晅 陳佳欣 

周幼敏 廖宇凡 羅晧均 彭品叡 

吳俊良 陳愷謙 傅遠義 黃為學 

林舜志 高佩憶     

2.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王偉銘 

隊員：       

王偉銘 李政德 林蔚安 陳建億 

呂孟哲 林鼎晃 陳誠 詹昇浩 

吳灃宸 黃文珊 林巧玲 曾子芸 

陳俊學 吳冠廷 陳俑輝 吳建霖 

潘紹安 吳展任 王睿廷 茆玉麟 

楊智榮       

3. 單位：輔大應統所       

E+/F+

E-/F-

E

A

1 2

B

3 4

F

C

5 6

D

7 8



領隊：鄭宇傑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益銘 

隊員：       

林益銘 鄒侑捷 曾少宏 黃煒儒 

林庭輝 黃彥嘉 許紘齊 許彧嘉 

陳韋任 林彥君 楊宗銘 鄭宇傑 

4. 單位：中正大學數學系       

領隊：陳岳杉、蔡宛均 教練： 管理： 隊長：邱子耕 

隊員：       

邱子耕 呂映蓉 周若澐 李治衡 

傅詮閎 陳岳杉 洪維廷 盧佳威 

林浩瑄 齊俐晶 林佳昕 李紅德 

王偉名       

5. 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統計組       

領隊：宋展毓 教練： 管理： 隊長：宋展毓 

隊員：       

宋展毓 李孟軒 謝沐恩 莊彥騏 

洪維柏 陳鼎文 邱奕傑 蕭涵 

鄭湘儒 蕭伯任 林威志 張中 

6. 單位：彰化師大統計資訊研究所       

領隊：陳春樹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王英至 張凱易 鄭敬儒 鄭雅蓮 

徐峻彥 王仲康 林育帆 林宜龍 

7. 單位：高雄大學統研所與應數所       

領隊：呂弘屏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星達 

隊員：       

陳星達 王建中 張益誠 廖育佐 

方奕婷 金書豪 陳韋宏 張獻文 

蕭宇瀚 李政葦 彭筱雅   

8. 單位：台大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領隊：薛仲廷 教練： 管理： 隊長：薛仲廷 

隊員：       

薛仲廷 洪晨瑋 賴禹朋 李冠薇 

楊竣傑 侯聖倫 張銘哲 張靜萱 

9. 單位：北大統研       

領隊：蘇南誠 教練： 管理： 隊長：周擎 

隊員：       

周擎 李嘉泰 張維仁 鄭琪珍 

許巍瀚 許婉琪 何宇程 胡恩愷 

邱偉珉 蕭子修 許馥欣 楊景雯 

吳俞萱 陳彥霖 江孟翰 蘇南誠 



白惠明 胡慧禪 許哲緯   

10. 單位：台大流預所       

領隊：柯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蔡旻儒 

隊員：       

蔡旻儒 洪驊君 陳怡如 王悅 

張宏卿 林書如 柯尊皓 郭宗瑀 

黃煜鈞 廖筱琪 李雅縉 何奇軒 

吳上奇 陳鈺棠 葉憲周   

11. 單位：中興統研       

領隊：王奕鈞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宏達 

隊員：       

林宏達 吳豪翔 林鐸 王奕鈞 

吳貫維 林泊宏 蔡謀典 蔡宜欣 

陳怡安 林欣樺 劉孟智 陳映岑 

鄒振宏 林瑩婷 陳宏綺 王仁宏 

汪于棻 詹婕翎 杜宇舜 蔡東廷 

劉育全 謝宛真 辛祐任 曾傑舜 

黃莘揚 劉峻佑 楊鎧瑞 曾智一 

李柏萱 周盟鎮 潘立鈞 賴佳齊 

林佑丞 戈枚司 何政穎   

12. 單位：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領隊：林唯德 教練： 管理： 隊長：黃三騰 

隊員：       

黃三騰 林奕帆 羅元章 賴顗文 

林子祥 邱志皓 林逸軒 古漢雲 

鄧汶 高淑婷     

13. 單位：交大統計所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立哲 

隊員：       

林立哲 鍾佳恩 林冠逸 梁穎文 

陳偉翔 許家綺 林宗霖 古珮玲 

林耕賢 王乃民 顏佳盈 林書瑄 

林聖軒 黃柏瑄     

14. 單位：政治大學統計所       

領隊：褚承威 教練： 管理： 隊長：褚承威 

隊員：       

薛慧敏 郭訓志 林健宏 余佑駿 

駱昱岑 陳焌彥 曹立諭 董承 

葉昱廷 鄭昕東 陳柏龍  吳冠輝 

陳初勝 林奕志 林芃彣  馮冠群 

俞舒禔 褚承威 郁嘉綾 游景翔 



陸栢希 楊博崴 黃培軒 楊佩雯 

廖彥婷 黃中廷 王品方 陳媚 

謝家銘 郭九一 高崇傑 許展源 

陳裕庭 余清祥 鄭宇庭   

15. 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領隊：施嘉翰 教練： 管理： 隊長：魏正杰 

隊員：       

魏正杰 曾議寬 傅承德 劉哲融 

吳柏寬 謝佶宏 葉青青 吳崧瑋 

魏郁綺 賴宏維 李忠憲 李協諭 

錢慶彰 翁許瑋 吳姿蓉   

16. 單位：中研院統計所       

領隊：張明中 教練： 管理： 隊長：何昊 

隊員：       

何昊 張明中 黃世豪 郭柏志 

吳致霖 楊新宇 賴驥緯 蔡風順 

高振宏 黃信誠     

17. 單位：中原應數所       

領隊：吳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賴駿騰 

隊員：       

賴駿騰 王瑋逸 周默 吳祖寧 

黃湛然 江昱昀 徐袖真 吳曉亭 

黃怡昀 林余昭 吳俊皓 陳開輝 

鄭子韋 林明來 郭蕙芳 王崇瑜 

羅培語 蔡譯賢 吳佳穎 洪立軒 

18. 單位：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領隊：蕭美淇 教練： 管理： 隊長：蕭美淇 

隊員：       

郭澄韡 陳柏瑋 賴宥樺 蔡仲暄 

張駿宏 陳思翰 陳恩齊 陳伯杰 

莊浩偉 王品超 康哲維 蔡宜欣 

劉昌輔 葉廷軒 蕭美淇 林子敬 

吳思樺 吳奇翰 廖茂峰 林其儒 

洪嘉敏 林典儀 廖瑋婕 黃冠傑 

王鴻羽 苑曉君 賀澤沁 林彥辰 

廖瑩蒨 林其儒 劉昌輔 陳姿伶 

屈欣諭 王凱歆 吳思樺 謝宛儒 

蘇嫚 吳伯威 蔡仲暄   

排球 

1.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張逢文 

隊員：       

張逢文 戴安順 董弘平 高聖翔 

吳亦振 曾立豪 張家豪 林筱庭 

林孝穎 呂長祐 吳懿倫 吳維軒 

黃昭惠 陳俊穎 謝祥文 黃靖雯 

林偉捷 吳承翰 黃信恩 李翰岳 

李修逸 侯宜廷 曾奕齊 盧翰均 

金泳暉 鍾昌憲 許閔翔 許錦駿 

程麒任 林依靜 林立偉 呂宣霆 

鄧育欣 謝佳君 李錫諺 謝岳廷 

邱于晅 陳佳欣 鍾騰逸 周幼敏 

廖宇凡 羅晧均 彭品叡 吳俊良 

陳愷謙 傅遠義 黃為學 林舜志 

高佩憶 許瑜珊     

2.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楊智榮 

隊員：       

楊智榮 茆玉麟 王偉銘 陳建億 

陳俊學 吳展任 陳欣瑜 許伶伃 

楊智婷 林巧玲 吳灃宸   

3. 單位：輔大應統所       

領隊：鄭宇傑 教練： 管理： 隊長：蔡桂根 

隊員：       

蔡桂根 許紘齊 王逸靖 許彧嘉 

陳韋任 蕭依婷 游奕怜 周孟勳 

李孟璋 林彥君 林益銘 林庭輝 

劉佩錡       

4. 單位：中正大學數學系       

領隊：蔡宛均、陳岳杉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秉謙 

隊員：       

林秉謙 范旻琪 黃林威 陳岳杉 

林俊廷 齊俐晶 林佳昕 陳映瑞 

許鍾瀚 劉飛麟 卓晏丞 王義富 

5. 單位：彰化師大統計資訊研究所       

領隊：陳春樹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春樹 

隊員：       

王英至 徐峻彥 鄭敬儒 鄭雅蓮 

謝政宏 張凱易 吳珮瑾 朱冠蓉 

黃湣然 李宛諭 周佑昌   

6. 單位：高雄大學統研所與應數所       



領隊：呂弘屏 教練： 管理： 隊長：同悅誠 

隊員：       

同悅誠 林家宇 王建中 金書豪 

黃惠巧 楊婷穎 呂弘屏 郭玲佑 

廖育佐 林暐詒 彭筱雅 李政葦 

張益誠 劉炳男     

7. 單位：北大統研       

領隊：蘇南誠 教練： 管理： 隊長：蘇南誠 

隊員：       

張維仁 薛愛蓉 葉憶雯 陳彥辰 

陳寶寧 鄭琪珍 許巍瀚 許婉琪 

何宇程 葉家齊 胡恩愷 李嘉泰 

邱偉珉 顏振庭 蕭子修 羅亭軒 

周擎 許馥欣 陳佑瑄 吳俞萱 

陳彥霖 廖苡淳 江孟翰 林佳瑩 

蘇南誠 廖珮如 石明崇 陳偉中 

白惠明 吳漢銘     

8. 單位：台大流預所       

領隊：柯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吳上奇 

隊員：       

吳上奇 李雅縉 魏君如 黃意婷 

劉彣潔 楊君瑩 陳鈺棠 郭宗瑀 

張訓楨 任小萱     

9. 單位：中興統研       

領隊：王奕鈞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怡安 

隊員：       

陳怡安 吳豪翔 林鐸 林宏達 

林泊宏 林欣樺 吳貫維 王奕鈞 

王仁宏 蔡謀典 蔡宜欣 蔡東廷 

劉孟智 劉育全 劉峻佑 陳映岑 

陳宏綺 鄒振宏 林瑩婷 汪于棻 

詹婕翎 杜宇舜 何政穎 謝宛真 

辛祐任 曾傑舜 曾智一 黃莘揚 

楊鎧瑞 林佑丞 戈枚司 潘立鈞 

賴佳齊 周盟鎮 李柏萱   

10. 單位：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領隊：林唯德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唯德 

隊員：       

林唯德 林逸軒 田兆元 高淑婷 

鄧汶 羅元章 賴顗文 黃三騰 

古漢雲 郭品妤 林子祥 林奕帆 



黃皓淵 邱志皓 唐允中 潘星丞 

張永樑       

11. 單位：交大統計所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張維之 

隊員：       

張維之 冼航平 鍾佳恩 林冠逸 

林書瑄 林立哲 陳偉翔 陳維梁 

古珮玲 顏佳盈 蔡昀娟   

12. 單位：政治大學統計所       

領隊：褚承威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健宏 

隊員：       

林健宏 薛慧敏 郭訓志 余佑駿 

駱昱岑 陳焌彥 曹立諭 董承 

葉昱廷 鄭昕東 陳柏龍  吳冠輝 

陳初勝 林奕志 林芃彣  馮冠群 

俞舒禔 褚承威 郁嘉綾 游景翔 

陸栢希 楊博崴 黃培軒 楊佩雯 

廖彥婷 黃中廷 王品方 陳媚 

謝家銘 郭九一 高崇傑 陳裕庭 

許展源 余清祥 鄭宇庭   

13. 單位：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領隊：蕭美淇 教練： 管理： 隊長：蕭美淇 

隊員：       

郭澄韡 陳柏瑋 賴宥樺 蔡仲暄 

張駿宏 陳思翰 陳恩齊 陳伯杰 

莊浩偉 王品超 康哲維 蔡宜欣 

劉昌輔 葉廷軒 蕭美淇 林子敬 

吳思樺 吳奇翰 廖茂峰 林其儒 

洪嘉敏 林典儀 廖瑋婕 黃冠傑 

王鴻羽 苑曉君 賀澤沁 林彥辰 

廖瑩蒨 林其儒 劉昌輔 陳姿伶 

屈欣諭 王凱歆 吳思樺 謝宛儒 

蘇嫚 吳伯威 蔡仲暄   

桌球 

1.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藍隊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鄧育欣 

隊員：       

鄧育欣 黃靖雯 江亞衡 林建同 

曾勝滄 銀慶剛     

2.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白隊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林依靜 

隊員：       

林依靜 廖宇凡 程麒任 羅晧均 

黃為學 高聖翔 林孝穎 曾奕齊 

吳亦振 李修逸 吳承翰 陳愷謙 

許瑜珊 高佩憶 黃學涵   

3.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俊學 

隊員：       

簡湘霖 王睿廷 潘紹安 陳俊學 

朱瑋瑩 曾子芸 林虹妤 詹韻玄 

呂孟哲 張欣民 林沛權 李宜真 

李郡安 高郁雯 茆玉麟 吳建霖 

吳孟芳 賴瑋婷 陳欣瑜   

4. 單位：輔大應統所       

領隊：鄭宇傑 教練： 管理： 隊長：周孟勳 

隊員：       

周孟勳 張瑋珊 郭紹汶 林榕琪 

蔡坤融 許紘齊 游奕怜 邵曰仁 

5. 單位：中正大學數學系       

領隊：陳岳杉、蔡宛均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林威 

隊員：       

黃林威 曾智彬 卓晏丞 王乙媜 

賴毓宣 薛佳忻 林鈺軒 張又文 

卓建宏 張洪彰     

6. 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統計組       

領隊：宋展毓 教練： 管理： 隊長：楊凱智 

隊員：       

楊凱智 陳鼎文 黃詩芸 蕭涵 

謝宜臻 羅夢娜 郭美惠 謝沐恩 

張中       

7. 單位：高雄大學統研所與應數所       

領隊：呂弘屏 教練： 管理： 隊長：蕭宇瀚 

隊員：       

蕭宇瀚 郭玲佑 呂弘屏 黃惠巧 

郭怡萱 劉允方 陳星達 蕭惇中 

張格樵 陳韋宏     

8. 單位：北大統研       

領隊：黃怡婷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怡婷 

隊員：       

黃怡婷 薛愛蓉 陳寶寧 葉家齊 



吳漢銘 歐士田 許玉雪 陳英維 

林顯圳 蔡宗顯 張哲誌 陳建儒 

張家琦 孫永鴻 王俐婷 朱俊豪 

羅國峯 張婷婷 黃煜翔 蔡孟芸 

陳奕淵 吳玫華 林士迪 陳柏偉 

陳怡君 符惠鈞 張鎧麟 張嘉文 

邱鈺雲 陳逸恆 石明崇 黃月霞 

鄭凱玲 徐嘉莉 洪明偉 鄭維晉 

劉坤龍 阮涵琳 陳祥輝 王思青 

鄭大偉 楊瑩綺 劉倵辰 魏辰昀 

白家豪 林欣霓 賴俊安 王雅雲 

李嘉泰 張維仁 周擎 江孟翰 

邱偉珉 胡恩愷 曾祥樺   

9. 單位：台大流預所       

領隊：柯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柯尊皓 

隊員：       

蔡上傑 黃昕盈 吳霽修 李驊 

洪驊君 羅凱威 張訓楨 何奇軒 

吳上奇 陳儀龍     

10. 單位：中興統研       

領隊：王奕鈞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宏綺 

隊員：       

陳宏綺 吳豪翔 吳貫維 林鐸 

王奕鈞 林泊宏 蔡謀典 蔡宜欣 

陳怡安 林宏達 林欣樺 劉孟智 

陳映岑 鄒振宏 林瑩婷 王仁宏 

汪于棻 詹婕翎 杜宇舜 蔡東廷 

劉育全 謝宛真 辛祐任 曾傑舜 

黃莘揚 劉峻佑 楊鎧瑞 曾智一 

李柏萱 周盟鎮 潘立鈞 賴佳齊 

林佑丞 戈枚司 何政穎   

11. 單位：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領隊：林唯德 教練： 管理： 隊長：高淑婷 

隊員：       

高淑婷 賴顗文 郭品妤 唐允中 

黃皓淵 張永樑 古漢雲 鄧汶 

潘星丞 邱志皓     

12. 單位：交大統計所 藍隊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宗霖 

隊員：       

林宗霖 林冠逸 潘友明 蔡育仁 



林芷瑄 黃婉婷 李宗翰 趙品雅 

13. 單位：交大統計所 白隊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詹善全 

隊員：       

詹善全 梁穎文 許家綺 李令璵 

毛靖嵐 林聖軒 戴以誠 林耕賢 

黃建中       

14. 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領隊：施嘉翰 教練： 管理： 隊長：李亞晟 

隊員：       

李亞晟 傅承德 林韋成 孫薇婷 

吳汶靜 吳柏宏 林承信 吳家融 

王家芸 吳崧瑋     

15. 單位：銘傳大學       

領隊：王詩亞 教練： 管理： 隊長：王詩亞 

隊員：       

王詩亞 王智立 廖承茂 郭晉嘉 

林晏禎       

16. 單位：中原應數所       

領隊：吳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吳俊皓 

隊員：       

賴駿騰 王瑋逸 周默 吳祖寧 

黃湛然 江昱昀 徐袖真 吳曉亭 

黃怡昀 林余昭 吳俊皓 陳開輝 

鄭子韋 林明來 郭蕙芳 王崇瑜 

羅培語 蔡譯賢 吳佳穎 洪立軒 

17. 單位：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領隊：蕭美淇 教練： 管理： 隊長：蕭美淇 

隊員：       

郭澄韡 陳柏瑋 賴宥樺 蔡仲暄 

張駿宏 陳思翰 陳恩齊 陳伯杰 

莊浩偉 王品超 康哲維 蔡宜欣 

劉昌輔 葉廷軒 蕭美淇 林子敬 

吳思樺 吳奇翰 廖茂峰 林其儒 

洪嘉敏 林典儀 廖瑋婕 黃冠傑 

王鴻羽 苑曉君 賀澤沁 林彥辰 

廖瑩蒨 林其儒 劉昌輔 陳姿伶 

屈欣諭 王凱歆 吳思樺 謝宛儒 

蘇嫚 吳伯威 蔡仲暄   

羽球 



1.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藍隊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林立偉 

隊員：       

林立偉 許錦駿 邱于晅 周幼敏 

鄧育欣 黃為學 黃國文   

2.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白隊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謝岳廷 

隊員：       

謝岳廷 林舜志 程麒任 陳佳欣 

黃信恩 林筱庭 張家豪 李翰岳 

許瑜珊 林依靜 鍾騰逸 張逢文 

謝佳君 傅遠義 廖宇凡 羅晧均 

吳亦振       

3.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藍隊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呂孟哲 

隊員：       

呂孟哲 張欣民 林沛權 李宜真 

詹韻玄 李郡安     

4.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白隊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高郁雯 

隊員：       

高郁雯 茆玉麟 吳建霖 陳俊學 

賴瑋婷 陳欣瑜 吳孟芳   

5. 單位：逢甲大學統計研究所       

領隊：林彥佑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彥佑 

隊員：       

林彥佑 陳檠元 李仁佑 王怡晴 

李潔 楊子萱     

6. 單位：輔大應統所 藍隊       

領隊：鄭宇傑 教練： 管理： 隊長：黃國銓 

隊員：       

黃國銓 黃彥嘉 蕭依婷 游奕怜 

蔡桂根 黃孝雲 劉正夫   

7. 單位：輔大應統所 白隊       

領隊：鄭宇傑 教練： 管理： 隊長：陳韋任 

隊員：       

陳韋任 潘姿穎 楊紫婕 范芷維 

莊千緯 蔡坤融 李鎮宇 吳政怡 

唐卓悅       

8. 單位：中正大學數學系       

領隊：陳岳杉、蔡宛均 教練： 管理： 隊長：劉飛麟 



隊員：       

劉飛麟 洪維廷 盧佳威 蔡宛均 

薛佳忻 林浩瑄 林鈺軒 范旻琪 

王乙媜 賴毓宣 李紅德 張添翔 

黃博峙       

9. 單位：彰化師大統計資訊研究所       

領隊：陳春樹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春樹 

隊員：       

陳春樹 王英至 徐峻彥 鄭敬儒 

鄭雅蓮 邱瑩琳 李宛諭 朱冠蓉 

陳彥云 蕭守仁     

10. 單位：高雄大學統研所與應數所       

領隊：呂弘屏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暐詒 

隊員：       

林暐詒 黃錦輝 肖思雋 陳嘉緯 

林逸飛 同悅誠 李政葦 廖育佐 

郭怡萱 彭筱雅     

11. 單位：北大統研       

領隊：黃怡婷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怡婷 

隊員：       

黃怡婷 陳彥辰 許婉琪 許馥欣 

林佳瑩 李嘉泰 周擎 邱偉珉 

胡恩愷 許玉雪 歐士田 吳漢銘 

張維仁 胡慧禪 陳英維 林顯圳 

蔡宗顯 張哲誌 陳建儒 張家琦 

孫永鴻 王俐婷 朱俊豪 羅國峯 

張婷婷 黃煜翔 蔡孟芸 陳奕淵 

吳玫華 林士迪 賴俊安 林欣霓 

陳品叡 魏辰昀 楊瑩綺 鄭大偉 

王思青 陳祥輝 阮涵琳 劉坤龍 

鄭維晉 洪明偉 徐嘉莉 鄭凱玲 

黃月霞 石明崇 陳逸恆 邱鈺雲 

張嘉文 張鎧麟 符惠鈞 陳怡君 

陳柏偉 王雅雲 陳偉中 白家豪 

劉倵辰       

12. 單位：台大流預所       

領隊：柯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柯尊皓 

隊員：       

張訓楨 范嘉純 林明澤 林瑞祥 

羅凱威 陳昶旭 黃昕盈 李驊 

任小萱 彭思敏     



13. 單位：中興統研       

領隊：王奕鈞 教練： 管理： 隊長：詹婕翎 

隊員：       

吳豪翔 林鐸 王奕鈞 吳貫維 

林泊宏 蔡謀典 蔡宜欣 陳怡安 

林宏達 林欣樺 劉孟智 陳映岑 

鄒振宏 林瑩婷 陳宏綺 王仁宏 

汪于棻 詹婕翎 杜宇舜 蔡東廷 

劉育全 謝宛真 辛祐任 曾傑舜 

黃莘揚 劉峻佑 楊鎧瑞 曾智一 

李柏萱 周盟鎮 潘立鈞 賴佳齊 

林佑丞 戈枚司 何政穎   

14. 單位：交大統計所 藍隊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潘友明 

隊員：       

潘友明 戴以誠 陳奕丞 林冠逸 

王乃民 林書瑄 林詩紋 毛靖嵐 

15. 單位：交大統計所 白隊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蘇庭毅 

隊員：       

蘇庭毅 冼航平 詹善全 黃建中 

梁志玄 Natasha Sonia Adityarini 劉家儀 張維之 

顏佳盈       

16. 單位：政治大學統計所       

領隊：褚承威 教練： 管理： 隊長：褚承威 

隊員：       

薛慧敏 郭訓志 林健宏 余佑駿 

駱昱岑 陳焌彥 曹立諭 董承 

葉昱廷 鄭昕東 陳柏龍  吳冠輝 

陳初勝 林奕志 林芃彣  俞舒禔 

馮冠群 褚承威 郁嘉綾 游景翔 

陸栢希 楊博崴 黃培軒 楊佩雯 

廖彥婷 黃中廷 王品方 陳媚 

謝家銘 郭九一 高崇傑 許展源 

陳裕庭 余清祥 鄭宇庭   

17. 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領隊：施嘉翰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彥凱 

隊員：       

陳彥凱 洪家妤 何建興 吳家融 

楊翌婷 范又方 林冠廷   

18. 單位：中研院統計所       



領隊：陳素慧 教練： 管理： 隊長：陳素慧 

隊員：       

陳素慧 江妙真 何威霆 林胤均 

林子琪 陳湘頻 Siddharth Nayak 陳裕庭 

19. 單位：中原應數所       

領隊：吳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吳俊皓 

隊員：       

賴駿騰 王瑋逸 周默 吳祖寧 

黃湛然 江昱昀 徐袖真 吳曉亭 

黃怡昀 林余昭 吳俊皓 陳開輝 

鄭子韋 林明來 郭蕙芳 王崇瑜 

羅培語 蔡譯賢 吳佳穎 洪立軒 

20. 單位：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領隊：蕭美淇 教練： 管理： 隊長：蕭美淇 

隊員：       

郭澄韡 陳柏瑋 賴宥樺 蔡仲暄 

張駿宏 陳思翰 陳恩齊 陳伯杰 

莊浩偉 王品超 康哲維 蔡宜欣 

劉昌輔 葉廷軒 蕭美淇 林子敬 

吳思樺 吳奇翰 廖茂峰 林其儒 

洪嘉敏 林典儀 廖瑋婕 黃冠傑 

王鴻羽 苑曉君 賀澤沁 林彥辰 

廖瑩蒨 林其儒 劉昌輔 陳姿伶 

屈欣諭 王凱歆 吳思樺 謝宛儒 

蘇嫚 吳伯威 蔡仲暄   

壘球 

1. 單位：清華大學統研所       

領隊：謝岳廷 教練： 管理： 隊長：吳俊良 

隊員：       

吳俊良 謝岳廷 鍾騰逸 張逢文 

謝佳君 李錫諺 呂宣霆 鄧育欣 

林依靜 許瑜珊 陳愷謙 廖宇凡 

許閔翔 周幼敏 邱于晅 林立偉 

程麒任 羅晧均 陳佳欣 高聖翔 

謝祥文 盧翰均 吳承翰 林筱庭 

李修逸 呂長祐 銀慶剛 許文郁 

高佩憶       

2.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領隊：陳俊學 教練： 管理： 隊長：林鼎晃 

隊員：       



林鼎晃 王偉銘 茆玉麟 林蔚安 

陳建億 楊智榮 呂孟哲 吳建霖 

陳俊學 吳灃宸 詹昇浩 陳誠 

吳展任 王睿廷 楊智婷 謝妃琪 

林虹妤 吳冠廷 陳俑輝 潘紹安 

李國榮       

3. 單位：高雄大學統研所與應數所       

領隊：呂弘屏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政葦 

隊員：       

李政葦 張獻文 廖育佐 蕭宇瀚 

劉炳男 陳星達 陳韋宏 張格樵 

陳嘉緯 金書豪 同悅誠 王建中 

肖思雋 劉允方 林暐詒 黃惠巧 

彭筱雅 方奕婷 郭怡萱 張益誠 

4. 單位：北大統研       

領隊：蘇南誠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嘉泰 

隊員：       

李嘉泰 張維仁 薛愛蓉 葉憶雯 

鄭琪珍 陳寶寧 陳彥辰 許巍瀚 

許婉琪 何宇程 葉家齊 黃冠瑋 

胡恩愷 楊景雯 楊閔茹 邱偉珉 

顏振庭 蕭子修 羅亭軒 周擎 

謝沛珊 許馥欣 陳佑瑄 吳俞萱 

陳彥霖 張芳綺 廖苡淳 江孟翰 

林佳瑩 蘇南誠 白惠明   

5. 單位：台大流預所       

領隊：柯尊皓 教練： 管理： 隊長：柯尊皓 

隊員：       

黃煜鈞 廖筱琪 羅凱威 郭宗瑀 

洪驊君 張宏卿 王悅 林書如 

蔡旻儒 柯尊皓 吳上奇 黃意婷 

蔡上傑 葉憲周 王睿   

6. 單位：中興統研       

領隊：王奕鈞 教練： 管理： 隊長：辛祐任 

隊員：       

辛祐任 吳豪翔 林鐸 王奕鈞 

吳貫維 林泊宏 蔡謀典 蔡宜欣 

陳怡安 林宏達 林欣樺 劉孟智 

陳映岑 鄒振宏 林瑩婷 陳宏綺 

王仁宏 汪于棻 詹婕翎 杜宇舜 

蔡東廷 劉育全 謝宛真 楊鎧瑞 



曾智一 李柏萱 周盟鎮 潘立鈞 

賴佳齊 林佑丞 戈枚司 何政穎 

曾傑舜 黃莘揚 劉峻佑 粘淳爲 

向智宇 洪裕博 林郁翔 陳睿軒 

黃有鄰       

7. 單位：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領隊：林唯德 教練： 管理： 隊長：古漢雲 

隊員：       

古漢雲 王家禮 林逸軒 林奕帆 

羅元章 賴顗文 林唯德 張永樑 

唐允中 黃皓淵 林子祥 郭品妤 

鄧汶 潘星丞 田兆元 高淑婷 

邱志皓 黃三騰     

8. 單位：交大統計所       

領隊：鍾佳恩 教練： 管理： 隊長：古唐瑜 

隊員：       

林冠逸 古唐瑜 潘友明 梁穎文 

梁志玄 蔡昀娟 蔡育仁 趙品雅 

莫惠淇 陳子庭 陳奕丞 陳維梁 

許家綺 林宗霖 謝維軒 戴以誠 

黃柏瑄 詹善全 林詩紋 umi tri ruhana 

李令璵 林書瑄 郭家諭 林聖軒 

張維之 冼航平 蘇庭毅 Natasha Sonia Adityarini 

劉家儀 黃建中 林立哲 陳偉翔 

林芷瑄 黃婉婷 李宗翰 古珮玲 

林耕賢 王乃民 毛靖嵐 顏佳盈 

9. 單位：政治大學統計所       

領隊：褚承威 教練： 管理： 隊長：褚承威 

隊員：       

褚承威 薛慧敏 郭訓志 林健宏 

余佑駿 駱昱岑 陳焌彥 曹立諭 

董承 葉昱廷 鄭昕東 陳柏龍  

吳冠輝 陳初勝 林奕志 林芃彣  

陸栢希 馮冠群 俞舒禔 郁嘉綾 

游景翔 楊博崴 黃培軒 楊佩雯 

廖彥婷 黃中廷 王品方 陳媚 

謝家銘 郭九一 高崇傑 許展源 

陳裕庭 余清祥 鄭宇庭   

10. 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領隊：施嘉翰 教練： 管理： 隊長：吳柏寬 

隊員：       



吳柏寬 傅承德 吳柏宏 謝佶宏 

藍啟豪 吳汶靜 葉青青 吳家融 

陳冠宇 何建興 林承信 李亞晟 

陳怡方 許竣瑝 許象安 林庭羽 

 

 

六、 各球類場地圖示 

中興大學體育館及戶外球場 

 

 

 

 

 



壘球場 

(灰色路線為行人由體育館出發之路線) 

 

 

 

 

 

 

 

 

 



 

 

籃球 

 

 

排球 



 

 

羽球、桌球 (在同一地點) 

 

壘球 (大里壘球場) 



 

七、 其他相關文件 

交通資訊： 

 高鐵：至高鐵台中站下車後，步行至共構的台鐵新烏日站，轉乘台鐵至台中火車站

後，再轉搭公車。 

 台鐵：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再轉搭公車。 

 客運：至台中火車站附近下車，再轉搭公車。 

 公車：台中火車站至中興大學，可搭乘33、35、73、52號公車(建議下載台中等公

車App)。 

附圖：台中火車站至中興大學之公車候車處 



 

 

美食地圖: 

 



a. 正門(學府路) 

 

b. 側門(南門路) 

 

c. 忠孝夜市 

 



各學校休息區 

體育館3F，之後會在臉書及賽事網站上(http://94isport.com/)公布。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94isport.com%2F&h=ATNljOisjX3YpPPQX7FdPaoU2-iJ43zm1HZsZdUyS-SJy0neH-3E_9n85a1VnqAo8sEFNMquey5JnUEmCVnxCJS2pGanSwdnBKI_g9GIbN25BFZy-HICDk8-mu1wiNUUW0lJdwfc96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