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排 

1. 單位：淡江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麥仲雅 

隊員：       

麥仲雅 張惠茹 蕭祐晴 吳宜珊 

阮詠薇 侯冠瑜 林星卉 黃柔綺 

陳勁竹 柯怡如     

2. 單位：東吳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趙曼婷 

隊員：       

趙曼婷 陳柔廷 李若萍 丁怡瑄 

溫明恩 李宜蓁 游亦歆 崔皓淇 

陳俞安 陳彥妤 劉冠瑩 劉芷言 

黃郁涵       

3. 單位：中原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葵蓉 

隊員：       

陳葵蓉 孫湘嵋 陳莉筑 陳俐欣 

楊樹萍 徐海棠 張婷 蘇琦娟 

4. 單位：交大資工 A       

領隊： 教練：林献庭 管理： 隊長：鄭婷安 

隊員：       

鄭婷安 羅嘉雪 曾怡婷 陳靜萱 

黃千芸 林雅瑄 吳禹璇 趙怡 

5. 單位：淡江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怡安 

隊員：       

林怡安 翁郡妤 田雅今 陳芝穎 

廖珮穎 李玲華 李奕青 廖智怡 

許雅晴 施可韻     

6. 單位：中科資管       

領隊： 教練：邱仲亭 管理：劉千滎 隊長：許孟蘋 

隊員：       

許孟蘋 黃千芳 劉憶蓁 王薇涵 

鄭伊琳 王怡雯 陳姿合 王圓媛 

周芊羽 曾欣屏 陳沛綺   

       



7. 單位：中山資工 

領隊： 教練：陳雨棠 管理： 隊長：林珈均 

隊員：       

林珈均 朱家瑢 曾梓瑜 黎俞君 

許孟渟 許雯涵 莊竺家 梁瑋芸 

李若寧 林子甄 黃珮瑜   

8. 單位：中央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珉郁 

隊員：       

黃珉郁 江應翎 莊姝禎 郭子萱 

鄭大融 王佩晨 賴郁芳 李湘琪 

劉潁璇 張罄妤 莊雯媛 何瀅潔 

陳鈺凡 吳婕瑄 廖佳莉 余冠柔 

9. 單位：靜宜資傳       

領隊：洪暄芝 教練： 管理： 隊長：洪暄芝 

隊員：       

洪暄芝 黃書韓 羅珮倫 陳于絜 

郭恬妡 林佩萩 周庭婷 劉宜芳 

黃美甄 賴鎂霖     

10. 單位：成大工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蔡佳妏 

隊員：       

蔡佳妏 鄭翔月 岳晏慈 洪儷瑄 

王靜雯 張庭瑄 柯彣樺 黃宜芷 

簡宥箴 趙庭君 胡郁淇 許嘉芳 

11. 單位：中原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昕庭 

隊員：       

張昕庭 吳伊津 王妙文 郭恬嘉 

劉睿璇 歐嘉蓉 邱筠文 徐子婷 

楊依凡 阮郁涵 賴以蓁 丁秀雯 

黃芊庭       

12. 單位：政大資管       

領隊： 教練：陳子維 管理： 隊長：潘怡安 

隊員：       

潘怡安 邱郁婷 陳廷瑜 楊惟安 

莊焄沂 江品萱 蔡宜庭 王辰君 

黃詩茜 裴文郁 邱聖雅 楊如瀅 



陳庭萱 蘇瑜婷     

13. 單位：台大資管       

領隊： 教練：曾俊雄 管理： 隊長：簡翊如 

隊員：       

簡翊如 王佩琳 陳禹媛 陳思伃 

吳亞璇 藍寍 王若馨 吳姿君 

李惟慈 黃季昕 林元婷 吳欣育 

黃意芹       

14. 單位：靜宜資管       

領隊：陳宣慈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宣慈 

隊員：       

陳宣慈 李晶 吳怡君 莊念婕 

楊馥禎 伍郁婷 蕭詠心 陳寶善 

15. 單位：成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蘇俐文 

隊員：       

蘇俐文 張媤婷 王俞婷 陳珞安 

郭珮羽 李宛臻 吳孟純 陳奕諠 

林筠禎 趙珮均 吳貞頤 閻楷青 

林郁喬 林謙慈 應伶軒 許維真 

謝育萱 郭培萱 廖郁珊 許湘苡 

黃盈慈 周奕君 李孟霏 王顗慈 

16. 單位：交大資工 B       

領隊： 教練：胡家瑄 管理： 隊長：許芳瑀 

隊員：       

許芳瑀 陳緗菱 范姜良瑜 梁向儀 

呂淇安 邱筠絜 顏妤庭 朱廷璨 

17. 單位：銘傳資工電子聯隊       

領隊： 教練：石宗穎 管理： 隊長：林微庭 

隊員：       

林微庭 顏瑜萱 游玟瑩 洪芷璇 

余姿蓉 張純華 黃茵 郭璧綾 

黃于恬 游書菡     

18. 單位：世新資管       

領隊：楊上誼 教練：樊威遠 管理： 隊長：蔡晏如 

隊員：       

蔡晏如 陳婕恩 陳芊穎 楊上誼 

李家萱 徐子茜 蕭舜心 莫佩盈 



19. 單位：中興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靖庭 

隊員：       

黃靖庭 賴怡呈 陳映璇 林思佑 

莊子慧 陳佩樺 陳婉平 林文怡 

20. 單位：東海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葉姿青 

隊員：       

葉姿青 吳沛蓁 陳旭婷 莊舒歆 

柯名蔚 郭昱伶     

21. 單位：元智大學資管       

領隊： 教練：劉逸傑 管理： 隊長：朱奕昀 

隊員：       

朱奕昀 侯純賢 鄭惠文 林倖卉 

李曜羽 李柔珊 吳姜侑 沈姿閔 

朱淓璘 楊詠晴 蕭喬宇 謝羽筑 

張庭蓁 陳品蓉     

22. 單位：高第一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邱美萱 

隊員：       

邱美萱 陳品璇 黃莉婷 蔡昕潔 

林于庭 高郁雯 蔡佳穎 林妙華 

簡佑珊       

23. 單位：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

排       

領隊：無 教練： 管理： 隊長：邱彥寧 

隊員：       

邱彥寧 周玥彤 蕭亦馨 吳心媛 

方聖華 鐘晨心 莊文瑜 洪苡瑄 

陳怡晴 李佳叡     

24. 單位：清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董庭瑋 

管理：李沛穎、林奕昀、

黃昱穎、黃寶萱、李佳芸 隊長：游欣為 

隊員：       

游欣為 許瑞紋 林子馨 郭庭均 

黃子芩 林立雯 范孜亦 林子鵑 

趙彥筑       

25. 單位：清大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董庭瑋 

管理：李沛穎、林奕昀、

黃昱穎、黃寶萱、李佳芸 隊長：廖庭萱 

隊員：       

廖庭萱 李依婷 唐晏湄 方嘉瑋 

李采蓉 楊善雅 王依婷   

26. 單位：臺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蕭縈瀅 

隊員：       

蕭縈瀅 王品懿 曾千育 蕭千惠 

楊子萱 吳由由 徐慧能 陳冠廷 

許顥馨 劉彥伶 陳柏鴻 許喬茵 

27. 單位：彰師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洪莛瑀 

隊員：       

洪莛瑀 林鈺璇 陳筱媛 甘佳蓉 

何永慈 鄭伊捷 林語婕 呂晏菁 

林婉婷 許雅竹 吳曉維   

28. 單位：中山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欣倪 

隊員：       

李欣倪 陳姸君 薛佳恩 王淯佳 

黃脩閔 陳奕伶 黃靖涵 鄭雅謙 

鄭子婷       

29. 單位：輔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鄭芋榕 隊長：鄭芋榕 

隊員：       

鄭芋榕 藍紫芸 劉懿葶 蔡欣妤 

黃郁芳 王聖棉 楊佑婷 池怡蓁 

史榳羽 何穎懿     

30. 單位：德明資管會資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心瑩 

隊員：       

陳心瑩 廖郁芳 楊琇祺 簡琬翎 

吳莉翎    張又方 陳沛羽   

 

 

31. 單位：國北資科       

領隊： 教練：陳璿卉 管理： 隊長：黃彩琦 



隊員：       

黃彩琦 郭貞儀 李羚甄 陳柏瑄 

黃品瑄 王廣運 楊佩儒 黃君喬 

 

 

 

 

 

 

 

 

 

 

 

 

 

 

 

 

 

 

 

 

 

 

 

 

 

 

 

 

 

 

 

 

 

 



男排 

1. 單位：淡江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俊豪 

隊員：       

陳俊豪 李昱宏 黃子瑋 楊宗翰 

賴李瀚 蔡鎮陽 陳霈承 翁紹鈞 

林禹翰 吳朋哲 蔡坤利 楊孟軒 

2. 單位：東吳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昱澤 

隊員：       

李昱澤 陳俊諺 朱惟宇 陳煜翔 

楊上頤 吳家慶 匡禹丞 武宣至 

王韋凱 洪冠傑 陳羽綸   

3. 單位：中原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陳韻竹、劉殷琪、

林佳萱 隊長：王普新 

隊員：       

王普新 林力宇 許育愷 蔡富珏 

簡麒哲 周碩鴻 康愷辰 邱佳駿 

4. 單位：中原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守倫 許峯僑 呂緯祥 洪以恩 

周志鴻 柯承佑 毛琨鈜 石慕評 

年晧鳴 李品毅 邱晨凱 張任宏 

陳炯瑋 鄧弘沂 王派霆 李尚霖 

劉俊賢       

5. 單位：交大資工 A       

領隊：陳冠廷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冠廷 

隊員：       

陳冠廷 劉宇宸 黃慎航 宋世穎 

林献庭 胡家瑄 吳勃興 陳凱文 

陳柏諺 余家宏 徐煜倫 陳煜盛  

巫奇翰       

6. 單位：淡江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何達威 

隊員：       



何達威 黃恩祈 黃義豐 林峻毅 

謝博宇 陳昱成 蕭聖儒 蔡善皓 

徐瑋廷 

小山翼(KOYAMA 

TSUBASA) 林詠程 陳冠豪 

吳明鴻 黃展樂 黃柏誠 賴彥銘 

陳俊宇       

7. 單位：中科資管       

領隊： 教練：林軒誼 管理：劉千滎 隊長：許智凱 

隊員：       

許智凱 陳威志 翁權志 洪新翔 

張哲嘉 劉冠郁 邱仲亭 梁迺鑫 

張智傑 尤偉帆 詹翔壹 洪翊豪 

涂弘旻 林恩碩 鄧至淇 何艾倫 

陳冠宇 陳冠霖 廖昱銨 吳聲均 

林紀揚       

8. 單位：勤益資工       

領隊：蔡智成 教練： 

管理：鄭伊婷、鄭欣樺、

楊惠婷 隊長：蔡丞 

隊員：       

蔡丞 何明宗 李冠融 陳冠穎 

馮柏翰 黃德碩 張建鴻 江芳賢 

吳嘉軒 陳煒儒 羅時君 蔡侑哲 

陳俊傑       

9. 單位：台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吳采耘、黃永雯、

甯芝蓶 隊長：朱玟嶧 

隊員：       

朱玟嶧 劉哲宇 江昶翰 廖廷浩 

鄒諺廷 謝宏祺 黃漢威 林建甫 

李栢淵 黃文圻     

10. 單位：台大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沙佳哲 

隊員：       

沙佳哲 楊則軒 鄭益昀 曾暐翔 

孫立鴻 呂侑承 張翔文 李智源 

洪佳生 尹聖翔 簡捷 吳雲行 

林紹維 陳義誠 許耀文 陳漱宇 

龔柏年 蔡沛勳 黃哲維   



 

11. 單位：台科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八林 

隊員：       

林八林 方清鋒 楊晉復 劉晏任 

蔡奕德 沈政一 黃泰銘 余承臻 

楊宗儒 張煥志 洪昱翔   

12. 單位：中華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國禎 

隊員：       

李國禎 徐浩芛 江孝德 黃柏淵 

陳建翰 鄭宇翔 許皓凱 高冠淩 

胡凱銘 郭宗翰 徐聖凱   

13. 單位：長庚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葉明瑋 

隊員：       

葉明瑋 葉力愷 江佳育 邱顯致 

趙貫渝 黃子滔 蔡淳宇 黃英瑞 

吳睿哲 黃梓凌 杜柏豫 陳俊豪 

14. 單位：中央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蔡昀陞 

隊員：       

蔡昀陞 林翊銘 王崇龢 宋亭遠 

齊秉宏 黃靖 施柏丞 蘇智群 

洪睿甫 高鵬雲     

15. 單位：靜宜資傳       

領隊：苗薪偉 教練： 管理： 隊長：苗薪偉  

隊員：       

苗薪偉  李文凱 朱人杰 郭晉豪 

呂毓 吳凡瑀 林豊宸 詹毓文 

楊岳陞 黃峰松 黃詮崴 劉秉翰 

柯譯程       

16. 單位：成大工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位旭 

隊員：       

陳位旭 荊裕荃 徐尚煒 黃冠哲 

錢俊儒 林彥廷 周佳志 黃瀚陞 

詹東霖 蘇裕勝 洪丞志 粘耀勻 



朱彥瑜       

17. 單位：中原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育騰 

隊員：       

陳育騰 馮彥榮 曾宇辰 朱恆樺 

李昀霆 蔡承祥 朱柏澂 呂偉齊 

蔡于凱 許博凱 倪孟楷 張樂杰 

業力嘉 劉昱辰 林昱宏 莊英讓 

楊文瑋 侯家燊     

18. 單位：政大資管       

領隊：劉安哲 教練： 管理： 隊長：劉安哲 

隊員：       

劉安哲 李明緯 李佳倫 廖信堯 

陳楨 郭丞堯 溫祐宇 張博仁 

陳柏文 王士瑋 戴士捷 陳高欽 

簡嘉宏 謝秉峻 李宗陽 陳建佑 

江仲偉       

19. 單位：台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漢威 

隊員：       

陳漢威 沈品耀 陳泓志 高偉立 

林楷翊 羅良瑋 唐瑋廷 孫君傳 

許亦佑 劉正宇 簡辰安 黃亮穎 

楊子霖 朱元均 劉韋成 李信穎 

吳承翰 黃玨皓 王梓旭 莊承叡 

黃心       

20. 單位：靜宜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林伯益 

隊員：       

林伯益 張家瑋 鍾其祐 李邦瑜 

曾育烽 毛仲瑋 徐偉倫 倪嘉呈 

林欣良 俞祖耀 林昱廷 張青山 

王彥竣 葉書豪     

21. 單位：成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歐子毓 

隊員：       

歐子毓 卓鉦詠 張祐禎 徐嘉昊 

徐銘宏 朱浩澤 李承翰 林允文 



林辰臻 林靄宏 洪培軒 鄭皓澤 

陳奕辰 陳明廷 黃彥瑋 黃聖宇 

何偲睿       

22. 單位：交大資工 B       

領隊： 教練： 管理：張文胤 隊長：王立洋 

隊員：       

王立洋 戴宏周 周俊毅 呂紹豪 

吳炯毅 鍾禾翊 薛皓謙 李柏霖 

歐彥麟 蕭宇辰 陳耀宇 柯秉志 

陳昱志       

23. 單位：中山資工       

領隊：林浩陽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浩陽 

隊員：       

林浩陽 朱劭璿 翁昌閔 簡振宇 

林柏均 張鈞富 謝曜鴻 蔡柏廷 

吳篤承 陳子傑 黃紹誠 劉彥廷 

黃暄閔       

24. 單位：世新資管       

領隊：楊上誼 教練：張萬根 管理： 隊長：林宏彥 

隊員：       

林宏彥 李瑞鴻 許瑋桓 李興彥 

鄭丞佑 羅緯軒 陳永欣 莊皓宇 

高志光 曾力治 張竣皓 劉世新 

劉曜宇 李長欣 曹凱翔 王敬凱 

25. 單位：中興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柯議翔 

隊員：       

柯議翔 吳洪澤 李沛宸 劉正傑 

簡右倫 張澤家 盧明宏 蕭焌壑 

許丰譯       

26. 單位：德明資管資科聯隊       

領隊：陳柏宇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柏宇 

隊員：       

陳柏宇 鍾沂 簡士恒 張睿哲 

蕭博元 侯舒晟 陳柏翰   

 

 

       



27. 單位：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

程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志剛 

隊員：       

陳志剛 高哲元 陳凱軍 陳楷捷 

劉治緯 陳俊碩 游崴翔 林冠廷 

王津澤 黃冠翔 徐舜毅 張晉瑋 

莊承彥 

28. 單位：銘傳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董政宏 隊長：董政宏 

隊員：       

董政宏 蔡育叡 林書田 馬霆勛 

黃主慶 李進 陳柏憲 石宗穎 

張晉承 唐鈺詠 徐健泰 黃翊銓 

吳承翰 李俊賢 詹弘毓 江浚豪 

29. 單位：中山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朱柏瑜 

隊員：       

朱柏瑜 陳偉文 李宥澍 林瑞源 

吳明倫 張博瑋 張家銘 林伯倫 

彭奕凡 楊宸 彭璿祐   

30. 單位：文化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劉子瑗 隊長：李政道 

隊員：       

李政道 謝旻陽 黃子維 吳駿溢 

劉弘瑋 張磊 顏瑞含 蘇庭萱 

丁凱祥 余啟文 朱秉聰   

31. 單位：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

排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邱識庭 

隊員：       

邱識庭 王逢霖 吳翔瑜 陳秉蔚 

簡子祺 王貞智 古乙程 陳彥儒 

鄭鈺城 叢伯蘭 陳宇漢 陳彥豪 

姜幃元 關振耀     

 

 

       



 

32. 單位：輔大資訊工程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游德銓 

隊員：       

游德銓 謝承佑 林浚宏 柯智鈞 

莊則元 王煒凱 陳紹華 張瀚之 

陳冠儒 林哲興 黃品諭 簡祥宇 

凌中謙       

33. 單位：清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董庭瑋 管理：李沛穎 隊長：董庭瑋 

隊員：       

董庭瑋 江庭熠 蕭棋鴻 嚴裕翔 

蔡宗勳 周昱呈 陳澔威 曾振瑋 

34. 單位：清大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董庭瑋 

管理：李沛穎、林奕昀、

黃昱穎、黃寶萱、李佳芸 隊長：蔡登瑞 

隊員：       

蔡登瑞 歐川銘 范振麒 洪若淮 

張孔懷 張濬洋 張瑞麟 徐郁閎 

蔡豐名       

35. 單位：輔仁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灝 

隊員：       

陳灝 林昀翰 楊子漢 林杰 

林睿哲 廖瑋同 吳念恩 林禹志 

施騏漢 黃子權 廖品鈞 陳柏瑄 

曾奕嘉       

36. 單位：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       

領隊：吳柏達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童伯堯 陳駿賢 謝昇延 姚馭博 

張揚琛 吳柏達 張宇中 徐醇皓 

37. 單位：靜宜資工       

領隊：張晉聞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晉聞 劉峻良 林彥融 洪聖傑 

林淯輿 吳旻缙 黃志源 鄭吉宏 



劉智元 卓冠呈     

38. 單位：義守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丁茗森 

隊員：       

丁茗森 林士評 陳彥仁 黃柏翔 

張哲愷 吳冠賢 林佳鉉 黃子恒 

陳建宇 王孟川 黃莚智   

39. 單位：彰師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昱榕 

隊員：       

陳昱榕 陳禹丞 廖品豪 陳鍇峰 

鍾國辰 張棨盛 劉家瑜 林承璉 

40. 單位：致理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姚宜賢 

隊員：       

姚宜賢 李柏霖 羅友亨 曾恕群 

張晉福 鄭宇哲 洪嘉隆 火忠偉 

葛孝宣 吳誠文 林冠良 楊永漢 

何承豫 丁晟軒 蔡柏宇 林瑀軒 

陳禹丞 羅聖學 邱雅文 張祐宸 

41. 單位：文大資管       

領隊： 教練：李尚信 管理：黃詩婷 隊長：許峻榮 

隊員：       

許峻榮 陳璿文 鍾雲廷 莊馥嘉 

林言叡 姚仲遠 呂有崧 曾世聿 

張恩俊 黃柏勳 劉威廷 殷詠宣 

詹皓文 王紹愷     

42. 單位：逢甲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王孟萱 隊長：柯景翔 

隊員：       

柯景翔 林韋邑 黃韋銘 林祐聖 

莊宇璿 黃璿儒 紀欣佑 蔡元騰 

楊樹淳 王柏堯 王泓文 何閔暄 

戎宥杰 陳柏諺 楊燿寧 葉育辰 

羅宥鈞 蔡承益 蘇子維   

43. 單位：醒吾資傳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允瀚 楊欽皓 黃玟銨 陳政君 

陳韋翰 段季宏 詹惟凱 林維祥 

張伯翰 洪岱均     

 

 

 

 

 

 

 

 

 

 

 

 

 

 

 

 

 

 

 

 

 

 

 

 

 

 

 

 

 

 

 

 

 

 

 



男籃 

1. 單位：北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高廷瑜 

隊員：       

高廷瑜 陳力綸 張家維 林家新 

許正宗 彭謙 葉哲維 彭柏睿 

陳衍能 朱彬愬 陳致維 朱庭佑 

陳彥融 黃品程 李宇洋 張揚鑫 

2. 單位：中原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治帆 

隊員：       

陳治帆 李育圻 郭泰明 葉日翔 

李承恩 廖宇紹 張智欽 鍾佳男 

吳承宗 蔡旻樺 黃鈞 許嘉榮 

周孟達 陳寬祐 廖仁傑 壽柏安 

吳恩賜 黃意勛     

3. 單位：大同大學資工 藍隊       

領隊：葉峕輯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哲宇 葉峕輯 柯韋利 黃仕傑 

郭俊鉉 施冠宇 謝孟恆 林柏諭 

4. 單位：大同大學資工 白隊       

領隊：葉峕輯 教練： 管理： 隊長：蕭聖航 

隊員：       

蕭聖航 王彥誠 陳欣澤 曾琮智 

江健智 林佳城 楊鎮宇 葉人豪 

余冠傑 丁煒宸     

5. 單位：嘉藥多媒體       

領隊：張峻瑋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峻瑋 

隊員：       

張峻瑋 羅明鎮 邱繼一 周宏育 

陳伯翰 林家弘 周柏宇 郭宗翰 

程釔亭       

 

 

 

       



6. 單位：德明資管 

領隊：鍾盛安 教練： 

管理：林洛妤、闕姿雨、

卓庭薏 隊長：鍾盛安 

隊員：       

鍾盛安 李鑫恩 余愷彥 胡哲豪 

簡裕甡 劉浩宇 林秉儒 沈柏安 

許展榮 夏御宸 李詠霆 詹凱皓 

邱沅翰 張碩哲 陳宏昌 白沅桀 

張秉正 徐家鴻 鄭建勳   

7. 單位：銘傳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張瑋倫 隊長：歐思行 

隊員：       

歐思行 呂學懿 溫昱翔 褚育愷 

陳希 鄭吏軒 林峻銘 李凱承 

周孝謙 林浩景 方梓銘 張家維 

陳品淇  張榮恩 洪晨育 李宇絢 

8. 單位：台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吳崇維 隊長：宋易軒 

隊員：       

宋易軒 張華恩 婁敦傑 王俊翔 

邱譯 張頌平 陳暘 曾奕青 

施博瀚 林采鋒 卓書宇 張睿宇 

林立珩 劉鴻慶 張庭逸   

9. 單位：台大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吳崇維 隊長： 

隊員：       

劉愷為 陳柏衡 李宥霆 蔡宜倫 

林柏劭 王泳錡 蔡昀達 林則仰 

張鈰瀚 呂紹齊 陳建豪 李昀儒 

郭宗頴 羅義鈞 王昱凱 蔡青邑 

陳建丞 朱柏澄 許浩鳴   

10. 單位：明新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蔡宇智 

隊員：       

蔡宇智 彭程俞 余誌剛 李念庭 

鄒詠全 許志瑞 黃莨棋   

 

       



11. 單位：輔大資工系籃 藍隊 

領隊：洪廣廷 教練： 管理： 隊長：洪廣廷 

隊員：       

洪廣廷 薛梓洋 柯智鈞 林承鴻 

沈子齊 李柏漢 蔡帛城 楊宗翰 

詹承諺       

12. 單位：輔大資工系籃 白隊       

領隊：洪廣廷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徐秉謙 游鈞皓 徐崇勝 劉冠論 

林士涵 王韋竣 詹承諺 鄭樵 

張楠山 施惇富 李子旭   

13. 單位：東海大學資工系       

領隊：陳思哲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思哲 

隊員：       

陳思哲 陳志賢 黃子軒 陳家銘 

歐陽科佑 許暐聖 王亭唯 林鼎軒 

江東諭 陳昕宏 施品言 簡致霖 

林郁昕 蕭呈安     

14. 單位：致理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佳福 

隊員：       

陳佳福 沈家億 陳俞辰 石博任 

洪子翔 蔡孟霖 林文浩 宋哲豪 

何秉澔 邱啟恩 郭文豪 邱益泓 

黃冠智 余嘉恩 葉子濰   

15. 單位：東華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彭英茜、沈勵、謝

佳憓、康書語 隊長：陳楚元 

隊員：       

陳楚元 張烜瀚 許博軒 胡嘉樺 

謝文豪 林明賜 吳侑恩 徐維澤 

謝明雄 朱柏勳     

 

 

 

 

       



16. 單位：長庚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林妤姍、鍾嵐心、

朱翊綸、黃敏淳 隊長：陳本鈺 

隊員：       

陳本鈺 江佳育 張仁樵 廖鴻林 

黃仕豪 蘇揚致 陳弘曆 曾逸旻 

吳韋霆 李佳勳 杜柏豫 龔渤恩 

吳冠志       

17. 單位：文化資管       

領隊：邱葉恩 教練： 管理： 隊長：劉威廷 

隊員：       

劉威廷 翁紹祥 黃建寧 朱偉綸 

邱葉恩 林紘德 陳彥頲 范庭軒 

江政融 黃威翰 施韋丞 史凱儒 

彭暄洋 蔡秉哲 楊家榮 陳威沅 

江紫揚 黃昱中 張哲綸 黃宗賢 

18. 單位：南台資管       

領隊： 教練：呂珮慈 管理：莊慧綺 隊長： 

隊員：       

董人豪 羅康源 沉明煒 蘇韋誠 

蘇培賢 林家豐 葉宇倫 林晉豪 

蔡長宏 葉哲愷 沉佳韋 林嘉誠 

張正翰       

19. 單位：靜宜資傳 藍隊       

領隊：張國恩 教練： 管理： 隊長：王凱正 

隊員：       

王凱正 毛羿軒 李政憲 張國恩 

黃博沅 董祐宗 黃皓賢 陳祈安 

蔡士賢 林奕辰 陳昱安 呂毓 

楊宗倫 蕭尊鴻 黃瑋翔   

20. 單位：靜宜資傳 白隊       

領隊： 教練：張國恩 管理： 隊長：張倫瑋 

隊員：       

張倫瑋 鄭竣文 蔡孟翰 黃子軒 

黃郁凱 呂冠頡 歐陽誼修 周子曜 

陳永臻 翁啟恩 陳楷聖 林政龍 

連齊 鄭孟宏 羅永禎 吳奇恩 

高渙羣       



21. 單位：成大工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徐威銓 

隊員：       

徐威銓 陳祈安 林泰宇 陳奕凡 

盧奕承 徐志豪 鄧宇翔 賴昀佐 

22. 單位：中原資管       

領隊：陳哲頎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曾晨光 劉修宸 童偉誠 陳泓廷 

湯易鑫 徐啟德 梁元泰 莊智丞 

洪育嘉 吳陳豪 陳哲頎 曾國銓 

古東晨 張有淇 詹勳愷 陳啟睿 

鄭丞峻 劉棊隆 吳兆崴 邱得銘 

23. 單位：政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奕廷 

隊員：       

陳奕廷 張鎧 林承叡 吳皓銘 

張敦翔 簡毓哲 房子尊 許智堯 

陳建佑 吳昱成 黃泓儒 郭永齊 

莊宗縉 陳承佑     

24. 單位：真理運資傳       

領隊：張皓任 教練： 管理： 隊長：張皓任 

隊員：       

張皓任 吳立庭 王郅單 羅偉嘉 

葉人豪 劉庭訓 梁家誠 李峻麟 

林祐聖 楊捷 周洸宇   

25. 單位：中華資管       

領隊：黃柏瑜 教練： 管理： 隊長：黃柏瑜 

隊員：       

黃柏瑜 廖翊融 馮偉哲 王子元 

林大銪 薛騰煌 游宸豪 羅浩哲 

張桓碩 陳碩鍇 朱廷翊 曾信升 

祝健淇 林俊良     

26. 單位：交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王維新、楊厚儀、

何雅暄 隊長：朱峻立 

隊員：       

朱峻立 王冠升 陳景熙 魏子寰 



廖俊凱 胡瑞中 李仲翊 江茂榮 

陳定邦 洪敏翔     

27. 單位：交大資工 白隊       

領隊：何雅暄、王維新 教練： 管理：楊厚儀 隊長：趙廷恩 

隊員：       

趙廷恩 陳慶 賴俊宇 陳子睿 

葉佳翰 薛睿泓 林泓叡 張千祐 

李雍皓 江睿哲     

28. 單位：弘光資工       

領隊：周子弘 教練： 管理： 隊長：周子弘 

隊員：       

周子弘 楊詠鈞 張建威 黃子源 

陳冠衡 劉聿展 陳皓澤 趙晉緯 

陳仲愷 蕭博文 陳俊佑 黃柏鈞 

張鈞傑 陳勇霖 葉承林   

29. 單位：台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和維 

隊員：       

李和維 林翰伸 鄧鈞岱 陳約廷 

林奇宥 施宗佑 唐瑋廷 連冠旻 

王予智 郭碩珉 林建鋐 林俊逸 

劉品枘 黃榮豐 黃啟宏 康崴 

楊皓宇 楊鈞智 林俊諺 吳泊諄 

30. 單位：中華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耿豪 

隊員：       

張耿豪 鄭宇皓 呂振華 葉晉廷 

王俊傑 郭晉瑋 劉宇泓 許博翔 

詹宗翰 林愷智 曾智遠   

31. 單位：北護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侯博祥 

隊員：       

侯博祥 陳韋辰 許筑皓 吳竣凱 

胡丞葰 吳致賢 呂岳炫 曾義崑 

曾惟信 林家陞 黃信諺 胡玹 

張家維       

 

       



32. 單位：靜宜資管 藍隊 

領隊：張凱崴 教練： 管理： 隊長：張凱崴 

隊員：       

張凱崴 葉佳儒 鄭燕璋 盧玠誠 

黃裕凱 楊祐昇 呂政霖   

33. 單位：靜宜資管 白隊       

領隊：徐偉倫 教練： 管理： 隊長：徐偉倫 

隊員：       

徐偉倫 蔡孟寰 盧韋傑 倪嘉呈 

林汶慶 雷翔麟 盧清洧 陳穩琪 

陳學一 盧品汎 王彥竣   

34. 單位：成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余宥達 

隊員：       

余宥達 洪鉦壹 蘇桓平 李愷崴 

徐義翔 陳宥融 蔡東霖 沈子揚 

倪皓城 石允齊 李冠毅 何杰穎 

鄭宇翔 林峰吉     

35. 單位：元智資管       

領隊：葉哲源 教練： 管理： 隊長：葉哲源 

隊員：       

葉哲源 林祐任 張允豪 王耀緯 

呂軒宇 周冠宇 林韋融 張耕綸 

陳正皓 鄭賀元 林楷儒 蔡佳洋 

鄭璟軒 

36. 單位：靜宜資工       

領隊： 教練：鄭承炫 管理： 隊長：鄭承炫 

隊員：       

鄭承炫 林毅儒 張肇峰 王巾赫 

葉志傑 陳宇軒 洪丞賢 胡家瑞 

吳恕銘 古君嚴 宋智傑 陳威儒 

尤叡賢 呂東翰 王國軒 方奕凱 

37. 單位：中央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劉祖豪 

隊員：       

劉祖豪 楊昀傑 徐立哲 林映呈 

陳俊凱 楊景豐 莊皓宇 譚凱隆 

簡崇宇 蔡明勳 曹芳驊 許瀚仁 



劉晏誠 王欣楷 彭旻翊 汪瑞勛 

張智穎       

38. 單位：逢甲資工       

領隊：林沂虢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沂虢 

隊員：       

林沂虢 高維均 陳俊瑋 丁執中 

連崇翰 茂木匠 邱柏智 吳柏澄 

鄭至崴 蔡柏霖 魏向晨 廖振涵 

黃威哲 林駿浤     

39. 單位：元智大學資工系 藍

隊       

領隊：彭士誠 教練： 管理： 隊長：彭士誠 

隊員：       

彭士誠 李兆峻 李佾城 李厚徵 

王君瑞 張喻翔 林漢強 樊俊瀚 

張均合 葉佳豪 林澤安 賈承霖 

40. 單位：元智大學資工系 白

隊       

領隊：彭士誠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葉柏欣 邱徹宇 曾資恒 陳惟喆 

鄭竣尹 陳昱安 李沐益 杜維倫 

戴瑋岑 王辰豪 曾頌揚 余尚諮 

楊適齊       

41. 單位：明新科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胡孟璇 隊長：簡佑儒 

隊員：       

簡佑儒 郭晉安 黃冠恩 張偉溢 

徐鉦權 葉承翰 劉浩恩 曾泓鈞 

董祐宏 游經旭 李潤彥 謝祥志 

朱陳建宇 邵昱維 蘇郁斳 謝柏逵 

范淇詠       

42. 單位：朝陽資工       

領隊：陳昱穎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昱穎 

隊員：       

陳昱穎 鄭守益 林偉智 吳冠廷 

李育仁 呂昆珉 王昱甯 方開毅 

江益愷 陳俊佑 張豈瑋 吳尚儒 



李偉志       

43. 單位：東吳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羅欣妮 隊長：蔡少懷 

隊員：       

蔡少懷 蘇昱愷 吳應成 巫浩維 

劉展志 黃柏翰 陳宏昕 李偉豪 

林東錦 蘇韋豪 高晨豪 鄭琮瀚 

李育儒 林祖任     

44. 單位：雲科資管系       

領隊： 教練： 管理：胡維則 隊長：胡維則 

隊員：       

胡維則 黃斐暄 余家維 吳雋揚 

陳睿廷 陳詩陽 廖柏崴 劉皓智 

劉允翔 黃柏儒 何寬為   

45. 單位：銘傳資工       

領隊：黃世昀 教練： 管理： 隊長：黃世昀 

隊員：       

黃世昀 林昱叡 吳沅展 王柏鈞 

丁偉倫 劉襄琦 劉明翰 吳育軒 

陳宥廷 林冠宇 林宇威 許哲瑋 

廖文琥 李彥     

46. 單位：中教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郭文翎 隊長：林宜賢 

隊員：       

林宜賢 蔡宗軒 魏仲均 陳功憲 

陳科任 吳玠 阮文謙 江冠毅 

張智淵 楊育修 曾煒程 詹騰清 

蘇軒正 吳哲嘉 胡頎   

47. 單位：德明資科       

領隊：陳冠瑋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冠瑋 

隊員：       

陳冠瑋 林政廷 陳亦綱 李權容 

蕭宇辰 廖振凱 藍家翔 鄭宇勝 

48. 單位：聯合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陳博智 隊長：張永霖 

隊員：       

張永霖 呂承恩 陳應豪 王東皓 

巫沛釗 歐陽可珞 葉承嶧 黃哲倫 



蔡新學 吳庭毅 黃暐忠 張哲誌 

池弘志 梁聿泰     

49. 單位：勤益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鍾孝聰 

隊員：       

鍾孝聰 陳冠潔 魏琮翰 曹育旻 

郭展宏 莊念笙 王秉濂 陳俊廷 

魏子晴 李睿恩 郭耿良 張雍晨 

林聖浡 邱奕森     

50. 單位：中山資管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糠維軒 

隊員：       

糠維軒 翁忠宇 王博睿 毛文瑞 

張玄融 黎國安 賴冠霖 陳柏豪 

蔡尚諺 劉晏彤 李祐陞 黃彥翔 

劉易承 黃于千 陳光泓 李忠霖 

洪紹銘 莊皓翔 許紘齊 陳弘翊 

51. 單位：真理資訊管理       

領隊： 教練： 管理：郭昱彤、何品萲 隊長：周靖霖 

隊員：       

周靖霖 蔡祐銓 吳承諺 張博傑 

孫士博 党君豪 楊逸 林建鋐 

陳冠豪 邱喬隆 徐明豪 蔡東敘 

吳則盺       

52. 單位：中山醫醫資系       

領隊：李承致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承致 

隊員：       

李承致 朱浩銓 何金軒 楊子儀 

莊庭碩 張易成 許晉綸 洪嘉宏 

黃鼎鈞 金名捷 柳杰希   

53. 單位：景文科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張獻騏 

隊員：       

張獻騏 梁宇睿 王孝綱 洪良奇 

楊崴程 陳尚宇 姜筑元 彭麒耘 

謝嘉浩       

 

       



 

54. 單位：清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郭蕙綺 隊長：趙仰生 

隊員：       

趙仰生 陳志傑 沈玉璋 呂政學 

王劭元 邱靖豪 陳少鈞 陳評詳 

袁維澤 黃晨 周伯宇 史孟玄 

陳杰暘 馮謙 柯維碩 王領松 

丁浩元 林謙     

55. 單位：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       

領隊：王唯宇 教練： 管理： 隊長：王唯宇 

隊員：       

王唯宇 黃偉傑 林忠廷 劉浩平 

廖昱泳 李岳峻 黃立銘 傅子軒 

林泓丞 李德祐 邱井泓 戴冠程 

薛兆翔 何宜鴻 陳冠維   

56. 單位：文化資工       

領隊：吳峻瑋 教練： 管理： 隊長：吳峻瑋 

隊員：       

吳峻瑋 陳昱丞 劉昱杰 楊翔宇 

王騰緯 呂紹豪 江祥廷 陳冠廷 

陳定宏 薛向凱 李國銉 陳政瑞 

57. 單位：政大資科 藍隊       

領隊：黃湛元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冠文 

隊員：       

陳冠文 黃湛元 黃立承 李柏彥 

劉効哲 張筆翔 林遠哲   

58. 單位：政大資科 白隊       

領隊：黃湛元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張巽崴 潘瑋崇 洪彥揚 吳祐瑋 

莊又齊 謝忠凱 林鼎鈞 任晏平 

59. 單位：彰師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梓安 

隊員：       

王梓安 祝傳旻 劉祐辰 林承學 

黃楷雋 彭浩翔 廖威任 張偉健 



張祐禎 官學勤 傅紹齊 陳亭之 

陳煒庭 方進武 陳柏宇   

60. 單位：東海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煒翔 

隊員：       

黃煒翔 許桓禎 高睿廷 吳光軒 

盧佐鈞 王希丞 江奕霖 楊力璿 

林品百 張恆睿 邱正浩 劉議丰 

61. 單位：嶺東資管       

領隊：鍾權昇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鍾權昇 黃奎輔 張力 王一 

陳堡義 虞承恩 尤昭斌 黃韋程 

葉晉豪 許丞緯 趙育陞 卜俊平 

陳品沅 林育賢 何冠達 陳昱辰 

蕭偉泓       

62. 單位：輔仁資管 藍隊       

領隊：林重佑 教練： 管理： 隊長：林重佑 

隊員：       

林重佑 王勝彥 曾學義 李啟新 

吳中勝 彭楷軒 陳禮桀 沈義鈞 

邱冠儒 張兆岳 黃茂軒 劉至洋 

63. 單位：輔仁資管 白隊       

領隊：林重佑 教練： 管理： 隊長：謝帛軒 

隊員：       

謝帛軒 黃千祐 沈大為 游靖 

鄭博尹 黃柏誠 陳柏翰 孫新堯 

林承澤 林立崴 楊博丞 許鈞崴 

簡豪廷 張峻榮 謝文瑋 黃浚豪 

黃力柏       

64. 單位：亞洲商應       

領隊：廖悅淳 教練： 管理： 隊長：張琳德 

隊員：       

張琳德 林承翰 陳柏佑 全育淳 

程世駿 吳東霖 何紹維 劉建佑 

謝嘉祐       

65. 單位：北實踐資訊       

領隊：陳柏瑄 教練： 管理： 隊長：陳柏瑄 



隊員：       

陳柏瑄 黃哲胤 金凌 林鈺翔 

劉彥廷 蘇哲玄 黃建閔 王令凱 

柯鐙泉 徐偉哲     

66. 單位：嘉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方語軒 

隊員：       

方語軒 李仲恩 羅壹聘 黃偉誠 

賴信彰 黃紀嘉 李旭崴 林宥霖 

羅茂彰 甘宇恆 宋杰隆 王淞逸 

邱祺閔 莊登允     

67. 單位：龍華資網 藍隊       

領隊：辜家寓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沈佑倫 陳威銘 陳韋霖 陳弘恩 

楊贄豪 劉嘉閔 莊允瀚 許埕碩 

68. 單位：龍華資網 白隊       

領隊：辜家寓 教練： 管理： 隊長：辜家寓 

隊員：       

辜家寓 黃昱崴 詹前皞 簡子賢 

蕭仲軒 簡廷宇 施凱棠 趙偉喆 

李善豪       

69. 單位：逢甲資電       

領隊：高嘉茂 教練： 管理： 隊長：高嘉茂 

隊員：       

高嘉茂 蔡柏緯 林煒翔 張咸文 

陳睿禹 溫致皓 胡博翔 吳文凱 

康御倫       

70. 單位：高科燕巢資管       

領隊：劉芳渝、薛景玟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威宇(小) 

隊員：       

陳威宇(小) 陳彥甫 鄭裕翰 張宸碩 

林尉峯 吳俊霖 藍貫軒 黃任遠 

李孟倫 楊仲暄 劉毓文 黃士昕 

蕭中豪 陳普善 羅健修 黃浩軒 

陳威宇(大) 翁瑋志     

71. 單位：義守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李芷怡 隊長：鄭鼎達 



隊員：       

鄭鼎達 田詠承 李冠緯 周裕庭 

張珉榤 王士豪 陳有彥 陳維邦 

彭冠閔 曾煥智 楊竣皓 劉勁緯 

72. 單位：勤益資管       

領隊：徐偉淳 教練： 管理： 隊長：徐偉淳 

隊員：       

徐偉淳 廖崇恩 黃威銘 簡敬恩 

張李玄儒 潘立倫 林昭榮 陳國昇 

曾志舜 林子捷 張淮斌 梁雨辰 

趙韋權       

73. 單位：臺師大資工       

領隊：古佳儫 教練： 管理： 隊長：古佳儫 

隊員：       

古佳儫 張秉睿 張嘉文 張鎮麟 

趙福安 楊家明 吳峻銘 白皓天 

陳冠頴 黃維熙 偕為昭 鍾暿峒 

李仲嘉 吳政遠 許廷宇   

74. 單位：淡江資傳       

領隊：王柏諺 教練： 管理： 隊長：王柏諺 

隊員：       

王柏諺 陳彥哲 吳瑋倫 陳微喆 

黃詠智 楊崴鈞 賴柏皓 林柏任 

曹鴻誌 黃筠澔 連紹安 張龍軒 

李知豫 林哲豪     

75. 單位：中科大資管       

領隊：王冠松 教練： 管理： 隊長：王冠松 

隊員：       

王冠松 谷俊嘉 王俊懿 沈舜鴻 

廖偉翔 黃冠誌 張峻銓 宋鎔宇 

鄭倬 石譯荃 林廷瑋 林奇彥 

賴楷衡 張書碩 何忠樺 王元哲 

溫凱杰       

76. 單位：長榮資管會資聯隊       

領隊：劉碩傑 教練： 管理： 隊長：劉碩傑 

隊員：       

劉碩傑 葉銘恩 黃永峯 吳胤軒 

賴一辰 吳威漢 張銘軒 謝侑霖  



陳恭耀 蘇毓峰     

77. 單位：世新資傳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洪健宇 

隊員：       

洪健宇 曾偉庭 吳兆恩 楊俊仁 

蔡宗諭 劉宇軒 葉俊陞 周苡丞 

陳勇儒 董俊傑     

 

 

 

 

 

 

 

 

 

 

 

 

 

 

 

 

 

 

 

 

 

 

 

 

 

 

 

 

 

 

 



女籃 

1. 單位：海大海洋資工聯隊       

領隊：曾鈺文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怡萱 

隊員：       

林怡萱 張晏瑄 劉永萱 林欣渝 

林金瑩 白珮儒 吳襄履 陳郁欣 

2. 單位：中央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羅可芸 

隊員：       

羅可芸 葉芝均 曾雅君 崔書晴 

周錦恩 陳思蓉 梁玥慈 麥嘉芳 

陳玟彤 許若亮 王心屏 張詠欣 

涂育慈 王靜怡     

3. 單位：逢甲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周雨萱 

隊員：       

周雨萱 李羽喬 黃鈺珊 陳宥君 

謝奕箴 李筱萱 李香蘭 葉千華 

商羽萱 林羿汶     

4. 單位：靜宜資傳       

領隊： 教練：張國恩 管理： 隊長：李佩珊 

隊員：       

李佩珊 王心玫 劉宜芳 郭恬妡 

徐碩岐 劉曉雯 沈宜君 王柔方 

5. 單位：中原資管       

領隊：呂淑茹 教練： 管理： 隊長：呂淑茹 

隊員：       

呂淑茹 吳伊津 朱映潔 許晴雯 

王晏伃 彭齡萱 王妙文 蘇紋誼 

林思妤 陳品如 張甄玲 林芝歡 

沈家妤 吳雨臻 洪紫歆 何資涵 

徐佩伶 王君茹 林書岑 陳韻如 

6. 單位：政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柯慧恩 

隊員：       

柯慧恩 邱聖雅 裴文郁 楊如瀅 

汪佩璇 李宜臻     



7. 單位：中華資管       

領隊：蔡純卉 教練： 管理： 隊長：林依柔 

隊員：       

林依柔 朱怡瑄 蔡嘉原 陳紹雯 

吳雨庭 呂姵璇 王思予 林佩玟 

蔡純卉 黃詣涵     

8. 單位：台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李惟慈 

隊員：       

李惟慈 吳乙瑩 陳欣宜 簡翊如 

朱紹瑜 陳品妤 林佳勳   

9. 單位：靜宜資管       

領隊：吳怡君 教練： 管理：陳宣慈、洪玉婷 隊長：吳怡君 

隊員：       

吳怡君 李晶 莊念婕 洪亞淇 

江亞璇 廖寀呈 詹禹柔 陳紀璇 

謝汶倚 劉芝君 伍郁婷   

10. 單位：成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陳鈺潔 林筠禎 黃冠淳 蔡宛倫 

林采薇 柳孟芸 張瑜真 李芷榕 

陳亭安 湯立婷     

11. 單位：東海資工       

領隊：陳薏婷 教練： 管理： 隊長：陳薏婷 

隊員：       

陳薏婷 余佩樺 周函霖 林貞妤 

王湘綾 王瑞熙 龔于涵 李芮緹 

丁品甄 董映彤     

12. 單位：台大資工電信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彥 

隊員：       

陳彥 鄭雅文 葛家聿 陳盈如 

林品君 陳昱呈 陳郁棋 鄭雅桓 

 

 

 

13. 單位：嘉義大學資管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孟妤 

隊員：       

陳孟妤 周宜蓁 謝采庭 王彥涵 

鍾衣衣 劉虹音 王暘舒 朱姵蓁 

朱芸歆       

14. 單位：北實踐資訊       

領隊：范育瑄 教練： 管理： 隊長：范育瑄 

隊員：       

范育瑄 葉佳蓉 劉奕君 王淇 

陳宥安 曾瀞萱 蘇婧瑜   

15. 單位：暨大資管       

領隊： 教練：林承翰 管理： 隊長：賴品臻 

隊員：       

賴品臻 楊宛儒 李婉綾 朱宣樺 

陳巧容 劉怡君 葉衣玲 程芮瑄 

蘇美婷 謝芝瑜 陳暐婷 林詩涵 

李昀彤 劉鎔瑄     

16. 單位：東大資工資管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佳瑩 

隊員：       

陳佳瑩 鄞少君 李科儒 簡婕 

白家綺 高翊芸 毛欣惠 廖新瑜 

葉桓郡 何品萱     

 

 

 

 

 

 

 

 

 

 

 

 

桌球 

1. 單位：中原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馮紹剛 

隊員：       

馮紹剛 鐘熙祐 吳雨璇 蔡幸芸 

張軒赫 徐峻澧     

2. 單位：中原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廖峻暐 

隊員：       

廖峻暐 黃于九 許志仲 梁菡庭 

李聿晨 曾博暉 李哲雅   

3. 單位：台大資工 藍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品諺 陳勇辰 吳由由 黃郁凱 

黃世瑋 王竑睿     

4. 單位：台大資工 白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隊員：       

林庭風 宋岩叡 蘇庭葦 徐慧能 

李建霖 簡宏曄 王行健 劉瀚聲 

5. 單位：中央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信瑋 

隊員：       

陳信瑋 李宣緯 黃昭穎 連明哲 

藍中璟 陳鈺凡 黃名儀 吳紅沛 

黃文昕 朱泳霖     

6. 單位：成大工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敬傑 

隊員：       

王敬傑 林妙 劉育瑄 翁毓翔 

曾富隆 邱耘耀 廖嘉豪 洪文慶 

7. 單位：政大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廖峻琦 

隊員：       

廖峻琦 詹之愷 林宣佑 黃凱文 

吳思亮 劉昭廷 劉禹寬 許明敏 

8. 單位：交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黃冠璋 

隊員：       



黃冠璋 蔡方琪 歐智行 劉育源 

陳韋霖 李柏毅 張定堯 施孟成 

9. 單位：高師軟體       

領隊：施品成 教練： 管理： 隊長：施品成 

隊員：       

施品成 郭秦云 巫清賢 蔡宗翰 

林炅翰 方品媛 盧紹宇 江曛宇 

何子岳 陳彥廷 溫邦翔   

10. 單位：中央資管資工聯隊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陳皇翰 

隊員：       

陳皇翰 蘇柏菖 王加惠 丁虹如 

林佳妤 葉以新 陳彥中 林良翰 

邱威穎       

11. 單位：東海資工       

領隊： 教練：黃建華 管理： 隊長：許柏浤 

隊員：       

許柏浤 吳美瑜 范晏宸 張嘉雯 

沈學盟 李宜德 朱育瑩 李佩庭 

王冠智 黃凱誠 王晨博 莊雅卉 

12. 單位：靜宜大學聯隊       

領隊： 教練：張甄玲 管理： 隊長：林勁呈 

隊員：       

林勁呈 林尚辰 張柔靜 莊于萱 

黃于蓉 溫嘉文 李季衡   

13. 單位：國北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紀雅筑 隊長：賴柏宏 

隊員：       

賴柏宏 紀雅筑 李翔振 王政崴 

簡瀚佑 曾裕仁 陳威宏   

壘球 

 

 

1. 單位：中原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謝文凱 

隊員：       

謝文凱 方良哲 吳柏緯 呂季澤 



李岡育 陳品綸 羅元志 譚少謙 

翁偉翔 高挺耀 陳峻意   

2. 單位：台大資工       

領隊： 教練：林思宇 管理： 隊長：陳柏文 

隊員：       

陳柏文 吳浩平 吳克駿 周良冠 

吳孟軒 鄭百凱 高晟瑋 謝德威 

賈本晧 劉羽忻 楊昌明 邱于賓 

趙允祥 洪晨翔 蔡銘軒 王贊鈞 

李國弘 陳玉衡     

3. 單位：交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歐智行 隊長：歐智行 

隊員：       

歐智行 許至瑀 胡憲文 陳君豪 

陳閔岳         梁家俊 方君安 李京叡 

張睿恩 陳煜盛 陳昱豪 龔俊綱 

彭敍溶 賴品樺 劉峻豪 許哲瑋 

詹凱傑 陳昱螢 林思齊   

4. 單位：靜宜資工資傳       

領隊：林彥廷 教練： 管理：洪靖雲 隊長：林彥廷 

隊員：       

林彥廷 許仁鴻  簡學鈞  李冠誼 

曾嘉佑   賴家暉 廖泓洋 陳泓睿  

古家騏 魏宇龍 李宜學 張于亨 

林峻安 徐奇彰     

5. 單位：靜宜資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紀博凱 

隊員：       

紀博凱 涂大展 巫登凱 張德賢 

吳朝訓 鄭育宗 郭政和 張育誠 

李翌臣 翁崇訓 劉瑞霖 吳浚瑋 

宋秉紘 張鉑涵 鄧鈞升   

 

 

6. 單位：中山資工       

領隊： 教練：張建明 管理： 隊長：蔡柏廷 

隊員：       

蔡柏廷 黃德寶 白育誠 李智傑 



謝翔安 楊子寬 張建明 楊岳錡 

楊典翰 胡開程 林宗翰 蔡旻伶 

7. 單位：元智資工資管聯隊       

領隊： 教練：駱杰祥 管理： 隊長：蕭憲懋 

隊員：       

蕭憲懋 羅于翔  李冠毅 蔡尚穎 

李厚徵 黃焌騰 郭宇洺 黃壬甫 

郭哲瑋 張鼎昊  劉庭瑋   

8. 單位：海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許庭瑜 

隊員：       

許庭瑜 何冠杰 邱銘峰 董仕元 

葉良哲 郭力誠 張力升 朱冠儒 

鄭煒騰 沈子豪 蔡元珽 黃祖麟 

姜天皓 彭心睿     

9. 單位：東海工工資工聯隊       

領隊： 教練：翁羿群 管理： 隊長：李坤倫 

隊員：       

李坤倫 陳威升 林勝政 楊孟錞 

陳秉蔚 徐克豪 翁孟宏 邱銘柏 

王以豪 黃富群 謝仲誠 賴昀萱 

鄭博元 翁羿群     

10. 單位：清大資工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冠勛  

隊員：       

王冠勛  鄭家鈞 蔡孟廷 蔡坤祐 

黃亭瑋 林士軒 陳涵宇 翁梃傑 

鄭柏文 葉軒瑋 李銄   

11. 單位：銘傳電通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王新喬 

隊員：       

王新喬 蘇聖哲 莊博崴 謝祥郁 

謝晟暘 尤俊賢 張維洋 趙啟翔 

許育銘 謝鎧丞 林智偉 邱鈺傑 

黃偉傑 李承諺     

12. 單位：銘傳資管       

領隊：童彥澤 教練： 管理：葉蘋心、林昀萱 隊長：童彥澤 

隊員：       



 

  

童彥澤 陳彥綸 劉志軒 陳昜睿 

陳昇廷 陳仕鈞 蔡政穎 盧鴻璋 

廖家澤 陳韋澔 林育綺 邵厚銘 

徐來毅       

13. 單位：高大資管       

領隊：林書霆 教練： 管理： 隊長：林書霆 

隊員：       

林書霆 楊昀晟 吳彥霆 洪震 

游亞絃 林瑞柏 馮子庭 王鈺輝 

伍振聖 呂勁霆 鄧伊祐 陳侑均 

覃喆明 張哲維     

14. 單位：台體運資傳       

領隊：范孟佳 教練：符立昂 管理：王慈恩 隊長：符立昂 

隊員：       

符立昂 鍾承良 方聿中 蔡柏宇 

江炘育 黃詣軒 陳仕霖 吾迪夫 

李政穎 郭建弘 陳志瑄 蔡柏基 

蕭堯 鍾宇恆 徐絃皓 戴子翔 

楊以恩 徐子傑 黃毓升 李子鵬 

15. 單位：暨大資工       

領隊：邱奕豪 教練： 管理： 隊長：邱奕豪 

隊員：       

邱奕豪 林威辰 潘鏡觀 曾彥銘 

宋國豪 魏本憲 朱家源 林翰廷 

林崇德 邱俊翔 許家瑋 楊燿宇 



2019 大資盃男子籃球分組表 
預賽 

共計 75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備註:由於Ｄ組義守資工棄權，Ｄ組賽程改為兩戰制；兩場比數加總來排定分組名次。  



 
  



2019 大資盃男子籃球分組表 
決賽 

共計 50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2019 大資盃女子籃球分組表 
預賽 

共計 15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決賽 

共計 10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2019大資盃男子排球分組表 
預賽 

共計 42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2019大資盃男子排球分組表 
決賽 

共計 28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2019大資盃女子排球分組表 
預賽 

共計 31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2019大資女子排球分組表 
決賽 

共計 20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2019大資盃桌球團體分組表 
預賽 

共計 42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決賽 

共計 8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2019大資盃壘球團體分組表 
預賽 

共計 42隊（各組取前二名晉級決賽） 

 

 

 

 

 

 

 

 

 

 

 

 

 

 

決賽 

共計 10隊（採單敗淘汰決賽） 

 

 

 

  



覓食區 

 
技擊館周邊 

  摩斯漢堡 

  湯師傅 

兩披索靚鍋 

武廟市場 

千層蔥花大餅 

武飯糰 (推) 

醬與量義大利麵 

鍾家食堂 便當救國 

   

  有時間 -> 鳳山西站 2 號出口 

  Chai & Tina 義大利麵 (愛店之二) 

  尋稻炒飯 (好吃 推) 

  OMG 不只是雞排 (內用鹹酥雞!!酷吧:D) 

 

福誠 

  肯德基 

  巧巧咖哩飯 

  丹丹漢堡 (來訪南部必吃!!) 

  老眷村手工麵食 

  39 焗烤家族 

 

  有時間 -> 草衙站 2 號出口 

  大魯閣各式餐廳(私推豆腐村 :D) 

 



大資盃籃球賽程時間表 

1/21(一)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09:00 東海資管 - 北護資管 明新資工 - 
中教大資

工 
文化資管 - 朝陽資工 弘光資工 - 政大資管 

10:00 

長榮資管

會資 

聯隊 

- 銘傳資管 靜宜資工 - 中原資管 
成大工資

管 
- 嘉大資管 德明資科 - 銘傳資工 

11:00 東海資工 - 彰師資工 
真理運資

傳 
- 雲科資管 中科資管 - 

實踐台北

資訊 
南臺資管 - 中原資工 

12:00 中山資管 - 真理資管 北護資管 - 
中山醫醫

資 

中教大資

工 
- 東吳資管 朝陽資工 - 臺師資工 

13:00 東華資工 - 
輔大資工

(白) 
銘傳資管 - 

靜宜資傳

(白) 
中原資管 - 

元智資工

(藍) 
嘉大資管 - 

臺大資工

(藍) 

14:00 成大資工 - 
政大資科

(白) 
彰師資工 - 

靜宜資管

(白) 
雲科資管 - 

龍華資網

(藍) 

實踐台北

資訊 
- 
輔仁資管

(藍) 

15:00 明新資管 - 
大同資工

(白) 
真理資管 - 

交大資工

(白) 

中山醫醫

資 
- 東海資管 東吳資管 - 明新資工 

16:00 
輔仁資管

(白) 
- 淡江資傳 

輔大資工

(白) 
- 德明資管 

靜宜資傳

(白) 
- 

長榮資管

會資 

聯隊 

元智資工

(藍) 
- 靜宜資工 

17:00 
政大資科

(白) 
- 嶺東資管 

靜宜資管

(白) 
- 東海資工 

龍華資網

(藍) 
- 

真理運資

傳 

輔仁資管

(藍) 
- 中科資管 

18:00 
大同資工

(白) 
- 亞洲商應 

交大資工

(白) 
- 中山資管 - 

時間 第五場地 第六場地 第九場地 第十場地 

09:00 聯合資管 - 中央資工 嘉大資工 - 
嘉藥多媒

體 
淡江資傳 - 中華資管 德明資管 - 東華資工 

10:00 世新資傳 - 致理資管 臺大資管 - 
高科燕巢

資管 
清大資工 - 北大資工 嶺東資管 - 成大資工 

11:00 逢甲資工 - 長庚資管 中華資工 - 景文資管 勤益資工 - 逢甲資電 亞洲商應 - 明新資管 

12:00 政大資管 - 
政大資科

(藍) 
中央資工 - 

靜宜資管

(藍) 

嘉藥多媒

體 
- 

龍華資網

(白) 
中華資管 - 

輔仁資管

(白) 

13:00 銘傳資工 - 
大同資工

(藍) 
致理資管 - 

交大資工

(藍) 

高科燕巢

資管 
- 元智資管 北大資工 - 清大資工 

14:00 中原資工 - 
輔仁資工

(藍) 
長庚資管 - 

靜宜資傳

(藍) 
景文資管 - 

元智資工

(白) 
逢甲資電 - 

臺大資工

(白) 

15:00 臺師資工 - 文化資管 
政大資科

(藍) 
- 弘光資工 

靜宜資管

(藍) 
- 聯合資管 

龍華資網

(白) 
- 嘉大資工 



16:00 
臺大資工

(藍) 
- 
成大工資

管 

大同資工

(藍) 
- 德明資科 

交大資工

(藍) 
- 世新資傳 元智資管 - 臺大資管 

17:00 
輔仁資工

(藍) 
- 南臺資管 

靜宜資傳

(藍) 
- 逢甲資工 

元智資工

(白) 
- 中華資工 

臺大資工

(白) 
- 勤益資工 

 

 

  



大資盃籃球賽程時間表 

1/22(二)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五場地 

09:00 靜宜資傳 - 東海資工 成大資工 - 臺大資管 男Ｓ亞 - 男Ｃ亞 

10:00 嘉大資管 - 實踐台北資訊 中華資管 - 逢甲資工 男Ｗ亞 - 男Ｂ亞 

11:00 中原資管 - 
臺大資工電信 

聯隊 
男Ｊ亞 - 男Ｖ亞 男Ｔ亞 - 男Ｅ亞 

12:00 東海資工 - 靜宜資管 臺大資管 - 
海大海洋資工 

聯隊 
男Ｑ亞 - 男Ａ亞 

13:00 實踐台北資訊 - 中央資管 逢甲資工 - 
東大資工資管 

聯隊 
男Ｉ亞 - 男Ｙ亞 

14:00 
臺大資工電信 

聯隊 
- 暨大資管 男 4勝 - 男Ｈ冠 男Ｅ冠 - 男 5勝 

15:00 靜宜資管 - 靜宜資傳 
海大海洋資工 

聯隊 
- 成大資工 男Ｃ冠 - 男 10勝 

16:00 中央資管 - 嘉大資管 
東大資工資管 

聯隊 
- 中華資管 男Ｇ冠 - 男 14勝 

17:00 暨大資管 - 中原資管 男 19勝 - 男 20勝 男 21勝 - 男 22勝 

18:00 女ｃ亞 - 女ｂ亞 女ｄ亞 - 女ｅ亞 男 27勝 - 男 28勝 

時間 第六場地 第九場地 第十場地 

09:00 男Ｑ冠 - 男Ｎ亞 男Ｋ亞 - 男Ｘ冠 男Ｙ冠 - 男Ｆ亞 

10:00 男Ｕ冠 - 男Ｇ亞 男Ｍ冠 - 男Ｒ亞 男Ｏ亞 - 男Ｔ冠 

11:00 男Ｓ冠 - 男Ｍ亞 男Ｌ亞 - 男Ｖ冠 男Ｄ亞 - 男Ｕ亞 

12:00 男Ｗ冠 - 男Ｈ亞 男Ｏ冠 - 男Ｘ亞 男Ｐ亞 - 男Ｒ冠 

13:00 男Ａ冠 - 男 1勝 男 2勝 - 男Ｐ冠 男Ｉ冠 - 男 3勝 

14:00 男 6勝 - 男Ｌ冠 男 7勝 - 男 8勝 男 9勝 - 男Ｄ冠 

15:00 男 11勝 - 男Ｎ冠 男Ｋ冠 - 男 12勝 男 13勝 - 男Ｆ冠 

16:00 男 15勝 - 男Ｊ冠 男 16勝 - 男 17勝 男 18勝 - 男Ｂ冠 



17:00 男 23勝 - 男 24勝 男 25勝 - 男 26勝   

18:00 男 29勝 - 男 30勝 男 31勝 - 男 32勝 男 33勝 - 男 34勝 

 

  



 

  大資盃籃球賽程時間表 

1/23(三)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09:00 女ａ冠 - 女 1勝 女ｅ冠 - 女ｄ冠 

10:00 女ｃ冠 - 女ａ亞 女 2勝 - 女ｂ冠 

11:00 男 35勝 - 男 36勝 男 37勝 - 男 38勝 

12:00 男 39勝 - 男 40勝 男 41勝 - 男 42勝 

13:00 女 3勝 - 女 4勝 女 5勝 - 女 6勝 

14:00 男 43勝 - 男 44勝 男 45勝 - 男 46勝 

15:00 女 7敗 - 女 8敗 女 7勝 - 女 8勝 

16:00 男 47敗 - 男 48敗 男 47勝 - 男 48勝 



大資盃排球賽程時間表 

1/23(三) 

時間 福誠高中甲場地 福誠高中乙場地 福誠高中丙場地 福誠高中丁場地 

09:00 

銘傳 

資工電子 

聯隊 

- 靜宜資管 交大資工Ｂ - 世新資管 
清大資工

(藍) 
- 東吳資管 

國北資

科 
- 

高第一資

管 

10:00 成大資工 - 淡江資管 中央資管 - 
交大資工

Ａ 
中山資管 - 元智資管 

政大資

管 
- 中山資工 

11:00 東海資管 - 臺大資管 淡江資工 - 
成大工資

管 
中原資管 - 臺大資工 

靜宜資

管 
- 中原資工 

12:00 世新資管 - 中科資管 
清大資工

(藍) 
- 國北資科 東吳資管 - 

高第一資

管 

淡江資

管 
- 

德明資管

會資 

聯隊 

13:00 交大資工Ａ - 輔仁資管 元智資管 - 
清大資工

(白) 
臺大資管 - 彰師資工 

中山資

工 
- 靜宜資傳 

14:00 成大工資管 - 中興資工 臺大資工 - 東海資工 中原資工 - 

銘傳 

資工電子 

聯隊 

中科資

管 
- 

交大資工

Ｂ 

15:00 高第一資管 - 
清大資工

(藍) 
國北資科 - 東吳資管 

德明 

資管會資 

聯隊 

- 成大資工 
輔仁資

管 
- 中央資管 

16:00 
清大資工

(白) 
- 中山資管 靜宜資傳 - 政大資管 彰師資工 - 東海資管 

中興資

工 
- 淡江資工 

17:00 東海資工 - 中原資管   

18:00 女ｆ亞 - 女ｇ亞 女ｊ亞 - 女ｃ亞 女ｄ亞 - 女ｉ亞 女ｈ亞 - 女ｅ亞 

 

  



大資盃排球賽程時間表 

1/24(四) 

時間 福誠高中甲場地 福誠高中乙場地 時間 福誠高中丙場地 福誠高中丁場地 

09:00 女ａ冠 - 女ｂ亞 女 1勝 - 女ｈ冠 09:00 致理資管 - 中華資工 成大資工 - 世新資管 

10:00 女ｅ冠 - 女 2勝 女ｉ冠 - 女ｄ冠 10:00 銘傳資工 - 中央資管 輔仁資工 - 中山資工 

11:00 女ｃ冠 - 女ｊ冠 女 3勝 - 女ｆ冠 11:00 勤益資工 - 中山資管 
交大資工

Ａ 
- 靜宜資工 

12:00 女ｇ冠 - 女 4勝 女ａ亞 - 女ｂ冠 12:00 雲科資工 - 
中原資工

(白) 
義守資管 - 靜宜資管 

13:00 女 5勝 - 女 6勝 女 7勝 - 女 8勝 13:00 
交大資工

Ｂ 
- 
台大資工

(藍) 
東吳資管 - 

德明資管

資科 

聯隊 

14:00 女 9勝 - 
女 10

勝 
女 11勝 - 女 12勝 14:00 

中原資工

(藍) 
- 中原資管 

清大資工

(藍) 
- 淡江資工 

15:00 休息時間 15:00 
台大資工

(白) 
- 文化資管 

清大資工

(白) 
- 靜宜資傳 

15:30 女 13勝 - 
女 14

勝 
女 15勝 - 女 16勝 16:00 休息時間 

17:00 女 17敗 - 
女 18

敗 
女 17勝 - 女 18勝 16:30 男Ｃ亞 - 男Ｂ亞 男Ｉ冠 - 男Ｋ亞 

    17:30 男Ｅ亞 - 男Ｎ冠 男Ｋ冠 - 男Ｍ亞 

時間 福誠高中戊場地 福誠高中己場地 時間 福誠高中庚場地 福誠高中辛場地 

09:00 中原資管 - 
中興資

工 
淡江資工 - 

淡江資

管 
09:00 逢甲資工 - 雲科資工 台科資工 - 義守資管 

10:00 文化資管 - 
彰師資

工 
靜宜資傳 - 

成大工

資管 
10:00 政大資管 - 

交大資工

Ｂ 
文化資工 - 東吳資管 

11:00 中華資工 - 
中科資

管 
世新資管 - 

東海資

工 
11:00 中興資工 - 

中原資工

(藍) 
淡江資管 - 

清大資工

(藍) 

12:00 中央資管 - 
中正資

管 
中山資工 - 

臺大資

管 
12:00 彰師資工 - 

台大資工

(白) 

成大工資

管 
- 

清大資工

(白) 

13:00 中山資管 - 
長庚資

管 
靜宜資工 - 

輔仁資

管 
13:00 中科資管 - 致理資管 東海資工 - 成大資工 

14:00 
中原資工

(白) 
- 
逢甲資

工 
靜宜資管 - 

台科資

工 
14:00 中正資管 - 銘傳資工 臺大資管 - 輔仁資工 

15:00 
台大資工

(藍) 
- 
政大資

管 

德明資管

資科 

聯隊 

- 
文化資

工 
15:00 長庚資管 - 勤益資工 輔仁資管 - 

交大資工

Ａ 



16:00 休息時間 16:00 休息時間 

16:30 男Ｊ亞 - 男Ｈ冠 男Ｅ冠 - 男Ｇ亞 16:30 男Ｎ亞 - 男Ｌ冠 男Ｍ冠 - 男Ｆ亞 

17:30 男Ｈ亞 - 男Ｆ冠 男Ｇ冠 - 男Ｉ亞 17:30 男Ｌ亞 - 男Ｊ冠 男Ａ亞 - 男Ｄ亞 

 

  



大資盃排球賽程時間表 

1/25(五) 

時間 福誠高中丙場地 福誠高中丁場地 

09:00 男Ａ冠 - 男 1勝 男 2勝 - 男 3勝 

10:00 男 4勝 - 男 5勝 男 6勝 - 男Ｄ冠 

11:00 男Ｃ冠 - 男 7勝 男 8勝 - 男 9勝 

12:00 男 10勝 - 男 11勝 男 12勝 - 男Ｂ冠 

13:00 男 13勝 - 男 14勝 男 15勝 - 男 16勝 

14:00 男 17勝 - 男 18勝 男 19勝 - 男 20勝 

15:00 休息時間 

15:30 男 21勝 - 男 22勝 男 23勝 - 男 24勝 

17:00 男 25敗 - 男 26敗 男 25勝 - 男 26勝 

 

  



大資盃桌球賽程時間表 

1/22(二) 

時間 Ａ場地 Ｂ場地 Ｃ場地 Ｄ場地 Ｅ場地 

09:00 
國北資

工 
- 
政大資

管 

成大工

資管 
- 
東海資

工 

中央資

管 
- 
交大資

工 

中原資

工(白) 
- 
高師軟

體 

中央

資管

資工 

聯隊 

- 
靜宜大

學聯隊 

10:20 
政大資

管 
- 
台大資

工(白) 

東海資

工 
- 
台大資

工(藍) 

交大資

工 
- 
中原資

工(藍) 

中原資

工(白) 
- 

中央資

管資工 

聯隊 

高師

軟體 
- 
靜宜大

學聯隊 

11:40 
台大資

工(白) 
- 
國北資

工 

台大資

工(藍) 
- 
成大工

資管 

中原資

工(藍) 
- 
中央資

管 

靜宜大

學聯隊 
- 
中原資

工(白) 

中央

資管

資工 

聯隊 

- 
高師軟

體 

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3:40 Ａ冠 - Ｃ亞 Ｂ亞 - Ｄ冠 Ｃ冠 - Ａ亞 Ｄ亞 - Ｂ冠 

  15:00 一勝 - 二勝 三勝 - 四勝 

  

16:20 五敗 - 六敗 五勝 - 六勝 

 

  



大資盃壘球賽程時間表 

預賽 

分組 隊伍 01 隊伍 02 比賽日期 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A 中原資工 暨大資工 2019/01/18 08:30 大里壘球場 

A 元智資工資管聯隊 暨大資工 2019/01/18 10:30 大里壘球場 

A 元智資工資管聯隊 中原資工 2019/01/18 13:10 大里壘球場 

B 高大資管 台體運資傳 2019/01/19 10:00 東湖壘球場 

B 靜宜資管 台體運資傳 2019/01/19 08:00 東湖壘球場 

B 靜宜資管 高大資管 2019/01/19 09:00 東湖壘球場 

C 台大資工 交大資工 2019/01/18 09:30 東湖壘球場 

C 銘傳資管 交大資工 2019/01/18 11:30 東湖壘球場 

C 銘傳資管 台大資工 2019/01/18 14:30 東湖壘球場 

D 中山資工 靜宜資工資傳 2019/01/19 09:30 大里壘球場 

D 銘傳電通 靜宜資工資傳 2019/01/19 08:30 大里壘球場 

D 銘傳電通 中山資工 2019/01/18 14:10 大里壘球場 

E 東海工工資工聯隊 海大資工 2019/01/18 10:30 東湖壘球場 

E 清大資工 海大資工 2019/01/18 13:30 東湖壘球場 

E 清大資工 東海工工資工聯隊 2019/01/18 15:30 東湖壘球場 

 

大資盃壘球賽程時間表 

決賽 

 隊伍 01 隊伍 02 比賽時間 比賽場地 

1 b亞 c亞 12:00 大里壘球場 

2 A亞 E亞 11:00 東湖壘球場 

3 A冠 1勝 13:00 大里壘球場 

4 E冠 D冠 11:00 大里壘球場 

5 C冠 D亞 12:00 東湖壘球場 

6 B冠 2勝 13:00 東湖壘球場 

7 3勝 4勝 14:00 大里壘球場 

8 5勝 6勝 14:00 東湖壘球場 

9 7敗 8敗 15:30 東湖壘球場 

10 7勝 8勝 16:30 東湖壘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