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大 3S 盃 107 上半年 

大專校院系際排球聯賽 
     

 

 

 

 

一、 指導單位： 

教育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二、 主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運動與健康管理

研究所 

    三、承辦單位：3S 運動競賽工作坊 

    四、協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運動資訊管理研究室、 

        鴻遠有限公司  

 
 

比賽日期：民國 107 年 5 月至 6 月 

          週末安排賽程為原則 

比賽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室外排球場  



參賽隊伍及名單 

一般男生組   

  

1. 單位：中興化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朱奇祐 

隊員：    

朱奇祐 黃健賓 蕭力瑋 曾源喆 

吳冠德 林朝弘 吳家宇 王承宗 

林合庭 郭彥宇 劉思楷 陳俊吉 

徐同祐 歐奕昇 朱柏丞  

2. 單位：大葉機械    

領隊：徐尉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威翔 

隊員：    

陳威翔 賴禹帆 顏睿泓 吳少洋 

李凱閔 丁楷譯 陳榮彬  林廷昱 

徐尉 邱子宸 張譽函 曾偉仁 

曾家瀅    

 

 

 

 



3. 單位：中興猴戲團    

領隊：王昀 教練： 管理： 隊長：郭超本 

隊員：    

郭超本 沈家毅 林立勝 楊凱成 

伍峻宏 袁大正 黃育誠 湯登守 

張仲誼 沈揚 林佑儒 翁聖威 

吳秉樹 林佑政 謝東霖  

4. 單位：大葉視傳    

領隊：董嘉祐 教練： 管理：塗威宏 隊長：楊翔安 

隊員：    

楊翔安 林百璟 吳孟翰 徐威民 

李定洋 張靖岳 朱愷元 黃建中 

洪定霖 王維誠 張恩龍 楊淳翰 

陳柏翰 陳禹安 王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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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哲彰 杜紀寬 林建言 

張峻緯 徐聲佑 吳子建 蘇政誠 

葉崇瑋 王人葦 林柏鈞 朱皇熹 

陳俊廷    



6. 單位：中興電機    

領隊：劉哲瑞 教練： 管理： 隊長：劉哲瑞 

隊員：    

劉哲瑞 蔣立學 廖泓學 楊佳承 

吳先浩 蕭毓寬 莊燁 楊智凱 

徐偉傑 黃琮翔 彭星元 蔡秉勳 

張浩陞 王奕文 王彥凱  

7. 單位：中興生科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子瑋 

隊員：    

黃子瑋 羅俊嘉 顧哲旭 黃俞銘 

許凱恩 陳冠傑 許廷瑜 蔡尚衡 

賴則皓 謝華殷 顏穎承 李宗軒 

陳彥文 劉德枏 葉和中  

8. 單位：高醫藥學    

領隊： 管理：陳萱、林佳勳、劉采儀、鄭晴文 隊長：利惟瑜 

隊員：    

利惟瑜 許景泰 楊承憲 謝燦鴻 

周秉承 吳峻慆 顏杕陞 吳賢君 

黃茗沂 梁琮偉 黃育堂 蘇桂樟 

劉晉維 劉杰穎 黃敬堯  



9. 單位：興大機械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江彥群 

隊員：    

江彥群 許育彬 李偉弘 賴政志 

蘇義雄 謝世彬 邱晨光  

10. 單位：中科 AC    

領隊：况易昇 教練： 管理： 隊長：張上謙 

隊員：    

張上謙 王詔諺 許普陀 周育祥 

蔡宗修 况易昇   

11. 單位：興大應數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馮景泰 郭廷笙 羅笠程 游昀健 

鄭少弘 胡開翔 吳秉陞 汪揚 

李定憲 李佾霖 彭明輝 黃咨凱 

高湋宸    

 

 

 

 



12. 單位：逢甲行銷    

領隊：蔡靖洲 教練：黃御軒 管理：潘德戎 隊長：蔡靖洲 

隊員：    

蔡靖洲 郭信亨 王如宇 吳祥恩 

林彥輝 康喬盛 林東穎 潘德戎 

衛鏞信 程詰翔 吳孟杰 陳鴻祥 

林志中 萬狄駿   

13. 單位：中興生機    

領隊：徐子桓 教練：徐旐新 管理：余承軒 隊長：徐子桓 

隊員：    

徐子桓 張矩立 康何鈺 劉冠宏 

陳膺介 林宗呈 曾文群 張勝彥 

余承軒 徐旐新   

14. 單位：勤益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鄭佳玲、董于慈 隊長：何明宗 

隊員：    

何明宗 吳嘉軒 陳煒儒 羅時君 

江芳賢 蔡智成 陳冠穎 李冠融 

翁坤農 張建鴻 蔡侑哲 馮柏翰 

蔡丞    

 



15. 單位：中興食生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孫誠 羅升宏 楊明宸 沈亮杰 

丁大鈞 李昀澔 林靖庭 郭凱 

郭胤良    

16. 單位：中興土木    

領隊：朱瑞華 教練： 管理： 隊長：葉錦育 

隊員：    

葉錦育 朱世譽 周哲緯 葉柏毅 

趙思綸 謝承翰 魏識恩 陳柏安 

劉品佑 王廷宇 林鈺書 陳泱霖 

劉睿清 黃純宗   

17. 單位：中興資工    

領隊：柯議翔 教練： 管理： 隊長：柯議翔 

隊員：    

柯議翔 王韋鈞 莊士賢 林彥緯 

王文樺 許丰譯 陳鐿文 方正揚 

張家齊    

 

 



18. 單位：中興環工    

領隊：林聖傑 教練： 管理： 隊長：林聖傑 

隊員：    

林聖傑 林兆元 葉俊發 馮天麒 

鄒友晉 林奐佑 董昱宏 黃啟瑞 

陳宗宏 翁崇惠 石家和 李易達 

葉日勛 陳亮言 劉柏沂  

19. 單位：中興材料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晁琛 

隊員：    

林晁琛 宋昱輝 吳亞唐 呂佳翰 

蔡宜修 陳明啟 李綱 張詩戎 

陳冠豪 陳俊榕   

  



一般女生組    

1. 單位：東海社工 B    

領隊： 教練：洪昇暉 管理： 隊長：楊昀潔 

隊員：    

楊昀潔 楊惠心 姜姿羽 林品妤 

周宸如 吳佩昀 林姿妤 曾聖惠 

孫承絃    

2. 單位：東海社工 A    

領隊： 教練：洪昇暉 管理： 隊長：蕭晴 

隊員：    

蕭晴 謝羽涵 張至萱 李嬑璇 

高貞琳 何昱潔 許芳榕 江家瑋 

郭于禎 蔣慈孟 王思勻 王怡婷 

3. 單位：大葉視傳    

領隊：王均 教練： 管理：凃威宏 隊長：梁萓純 

隊員：    

梁萓純 楊宜芝 林宛珊 鍾佳霖 

蔡妮臻 周蕙筠 李晨軒 陳毅芳 

王閔鈴 李昀臻 李芳妤 林佳儀 

柯雅文 李翌如 周怡岑  

 



4. 單位：中正中文    

領隊： 教練：朱易崑 管理：簡秋雯 隊長：徐立庭 

隊員：    

徐立庭 黃昭蓉 蔡易珊 林家儀 

蔡欣霏 顏淳如 李旻臻 姚犖犖 

林裘雅    

5. 單位：中興生機    

領隊：詹絜媗 教練： 管理： 隊長：詹絜媗 

隊員：    

詹絜媗 賴怡靜 林玟伶 翁瀅堤 

賴郁雯 邱竹萱 羅尹彣 陳姿樺 

標若安    

6. 單位：中山醫護理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宛諭 

隊員：    

李宛諭 陳璟淇 許育慈 周冠吟 

廖冠筑 翁嘉蓮 古婉儒 高上雅 

莊書雅 李文心   

 

 

 



7. 單位：勤益化材    

領隊： 教練：陳怡玫 管理： 隊長：張育瑄 

隊員：    

張育瑄 林詩芸 張亦忻 嚴家芬 

李育璇 陳怡潔 陳亭家  紀亭羽 

周佳欣 李欣汶 黃婉瑜 鍾昀倩 

葉浥薌 陳儀芳 廖冠華  

8. 單位：中興資工    

領隊：黃靖庭 教練： 管理： 隊長：黃靖庭 

隊員：    

黃靖庭 林文怡 賴怡呈 鄭筠庭 

徐婕 林思佑 陳映璇  

9. 單位：中興森林    

領隊： 教練：楊凱成 管理： 隊長：張芷寧 

隊員：    

張芷寧 張筱瑩 廖宇涵 何珍儀 

王昀 許庭瑜 黃子瑄 楊馥寧 

李宜霖 周月梵 林亞頎 陸昱靜 

吳宜蒨 伍芸萱 曹辰  

  



各階段賽制與晉級 
 

 

一般男生組 
 

預賽(各隊均會晉級複賽) 

分組 各參賽隊伍 

A 興大應數， 中興土木，大葉機械，中興電機 

B 中科 AC，中興食生，中興材料，大葉視傳，中興植病 

C 興大機械，逢甲行銷，勤益資工，中興環工，中興猴戲團 

D 中興生機，中興資工，中興化學，中興生科 

 

複賽(各組取前 2 名進決賽) 

分組 預賽分組及名次 

A A1,D3,B4 

B B1,C3,A4 

C C1,A3,B5 

D D1,B3,C4 

E A2,D2,C5 

F B2,C2,D4 

 

 

 

 



 

決賽 (依複賽成績名次抽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般女生組 

 

預賽(各隊均會晉級複賽，但保留預賽成績) 

分組 各參賽隊伍 

A 中興資工，東海社工 A，中正中文，中山醫護理 

B 勤益化材，中興森林，東海社工 B，中興生機，大葉視傳 

 

複賽  (各組取前 4 名進決賽) 

分組 預賽分組及名次 

A A1,B2,A3,B4 

B B1,A2,B3,A4,B5 

 

決賽 (依複賽分組成績名次) 
 

 

 

 

 
A1 

B4 

A3 

B2 

A2 

B3 

A4 

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