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單位 名次 單位 姓名 姓名 名次 單位 姓名

A1 臺北市松山家商 A1 松山家商 彭  旨 黎昕祐 A1 大榮高中 高承睿

B1 新竹市光復高中 B1 松山家商 郭家宏 蔡凱丞 B1 松山家商 王晨又

A2 新北市海山高中 A2 永豐高中 楊嘉安 羅聿凱 A2 大榮高中 吳元佑

B2 桃園市永豐高中 B2 內湖高工 徐御庭 張奐奇 B2 長榮中學 黃彥誠

C1 彰化縣藝術高中 A3-1 光復高中 范晨暘 蔡榜原 A3-1 海山高中 吳秋信

D1 臺北市內湖高工 A3-2 福誠高中 陳毅展 蔡宗諭 A3-2 中港高中 施亮維

C2 高雄市福誠高中 B3-1 永豐高中 邱祐宏 徐朝聖 B3-1 東山高中 施宏諺

D2 桃園市壽山高中 B3-2 永豐高中 林鴻昇 王韋捷 B3-2 東山高中 許育誠

A5-1 東山高中 柯勇志 吳冠岳 A5-1 宜蘭高中 吳杰恩

A5-2 海山高中 許宸逢 梅日燁 A5-2 美和高中 李旭晨

A5-3 彰化藝中 謝駿榤 李承恩 A5-3 武陵高中 許哲綸

A5-4 屏東高中 方浚碩 蔡承恩 A5-4 長榮中學 莊家權

B5-1 彰化藝中 辜崇斌 林敬皓 B5-1 壽山高中 劉顏皞

B5-2 旭光高中 邱愷筌 李承修 B5-2 彰化藝中 辜崇晏

B5-3 中港高中 黃浩瑋 陳柏穎 B5-3 永豐高中 張家皓

B5-4 海山高中 王冠儒 鄒尚程 B5-4 福誠高中 董欣晟

名次 單位 名次 單位 姓名 姓名 名次 單位 姓名

A1 苗栗縣大同高中 A1 淡江高中 廖庭瑤 林芊瑩 A1 彰化藝中 吳宜琪

B1 臺北市內湖高工 B1 淡江高中 蔡其臻 朱以晴 B1 大同高中 王佳甄

A2 新北市淡江高中 A2 華江高中 張盈楹 顏詩桓 A2 淡江高中 蔡豐恩

B2 新竹市光復高中 B2 大同高中 謝于璇 劉昀蓁 B2 光復高中 蔡昀恩

C1 臺中市中港高中 A3-1 內湖高工 莊銘儀 莊家瑜 A3-1 永平高中 黃愉偼

D1 臺北市華江高中 A3-2 林園高中 劉容瑄 林宜靜 A3-2 南大附中 蔡佩蓉

C2 新北市永平高中 B3-1 新豐高中 李湘晴 洪詠妍 B3-1 林園高中 陳翊雲

D2 彰化縣藝術高中 B3-2 光復高中 張華株 陳虹伶 B3-2 彰化藝中 吳宥玲

A5-1 大同高中 黃文婷 林軒卉 A5-1 內湖高工 陳芷穎

A5-2 竹崎高中 游繹蓁 張芷嫻 A5-2 金門高中 蔡詠卉

A5-3 光復高中 陳紆廷 陳苡恩 A5-3 內湖高工 侯沁恩

A5-4 永平高中 許芯瑋 賴亮穎 A5-4 花蓮高商 葉庭瑜

B5-1 基隆女中 張  婷 邱子芯 B5-1 光復高中 蔡晨瑜

B5-2 林園高中 郭純瑛 張芯瑜 B5-2 臺東女中 陳沛予

B5-3 南湖高中 賴亞婕 簡亦呈 B5-3 內湖高工 高  銘

B5-4 高雄中學 蔡佳螢 張菀倩 B5-4 大同高中 詹瑞瑜

110年全中運預賽成績--高男組

團體賽 雙打賽 單打賽

110年全中運預賽成績--高女組

團體賽 雙打賽 單打賽



名次 單位 名次 單位 姓名 姓名 名次 單位 姓名

A1 新北市海山高中 A1 海山高中 陳柏諺 賴竑亦 A1 誠正國中 張佑安

B1 臺北市誠正國中 B1 誠正國中 周秉澄 張秉丞 B1 桃園國中 董少丞

A2 臺北市麗山國中 A2 桃園國中 張幃哲 陳翊華 A2 誠正國中 洪敬愷

B2 桃園市桃園國中 B2 福誠高中 余偉帆 伍昊沁 B2 海山高中 林晉頡

C1 高雄市福誠高中 A3-1 東山高中 王彥翔 潘禹丞 A3-1 桃園國中 梁振威

D1 臺南市大橋國中 A3-2 忠明高中 沈俊翰 黃敬原 A3-2 福誠高中 林一帆

C2 臺北市龍門國中 B3-1 東山高中 陳浩洋 陳俊侑 B3-1 大榮高中 高偉誌

D2 高雄市三民國中 B3-2 大橋國中 楊璨維 徐絃家 B3-2 大橋國中 蕭子睿

A5-1 誠正國中 陳楷衡 林暉恩 A5-1 長榮中學 彭靖宥

A5-2 福興國中 施垣旭 許鈞寓 A5-2 東山高中 鄒勝勳

A5-3 三民國中 吳昱賢 夏  湧 A5-3 彰德國中 林育安

A5-4 金城國中 吳宇棠 蔡承祐 A5-4 至正國中 呂亮緯

B5-1 海山高中 蕭惟之 陳貫志 B5-1 彰德國中 張朔豪

B5-2 至正國中 謝譯賢 陳彥程 B5-2 忠明高中 李法順

B5-3 崇德國中 邱中漢 謝博丞 B5-3 花崗國中 許倚睿

B5-4 彰化藝中 陳秉阜 呂旭程 B5-4 海山高中 陳建霖

名次 單位 名次 單位 姓名 姓名 名次 單位 姓名

A1 臺北市麗山國中 A1 淡江高中 高凡媞 巫嘉恩 A1 海山高中 鄭樸璿

B1 臺北市南門國中 B1 麗山國中 謝昕融 劉于萍 B1 龍華國中 陳琦媗

A2 臺北市誠正國中 A2 淡江高中 王毓潔 張浿珊 A2 淡江高中 彭郁涵

B2 新北市淡江高中 B2 五福國中 謝詩涵 呂詩婷 B2 彰德國中 鄭婕伶

C1 桃園市觀音高中 A3-1 觀音高中 劉子菲 林姿妍 A3-1 誠正國中 陳伊依

D1 新北市新莊國中 A3-2 梧棲國中 陳冠穎 蔡可萱 A3-2 成功國中 金巧玲

C2 臺南市忠孝國中 B3-1 中港高中 張珮玲 陳品瑄 B3-1 金華國中 郭家彣

D2 高雄市五福國中 B3-2 中華國中 劉爰瑩 李羽柔 B3-2 鼓山高中 葉伊恬

A5-1 東仁國中 廖品堻 簡溱儀 A5-1 東仁國中 梁容甄

A5-2 香山高中 曾佩喻 鄭琳蒨 A5-2 至正國中 羅苡僑

A5-3 五福國中 陳予晴 簡文萱 A5-3 平鎮國中 王思閔

A5-4 維真國中 王茗偉 徐善允 A5-4 崇德國中 楊祚媛

B5-1 白河國中 葉宜庭 吳怡如 B5-1 觀音高中 葉珈妤

B5-2 大有國中 吳畇嬅 陳祐蓁 B5-2 沙鹿國中 黃笠捷

B5-3 淡江高中 郭珈妤 張亦含 B5-3 崇德國中 李昕頤

B5-4 中港高中 詹筱筑 周慈雅 B5-4 麗山國中 王小昕

110年全中運預賽成績--國男組

團體賽 雙打賽 單打賽

110年全中運預賽成績--國女組

團體賽 雙打賽 單打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