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銘傳大學 屏東科大 陸軍專校 國防大學 高餐大學 臺灣科大 臺中科大 臺北護大

李青諭 麥嘉惠 潘羽岑 陳亭宇 鍾思婷 邱于軒 林敬芳 廖婉晴

吳俐瑩 陳郁涵 林芯羽 楊詠絜 陳冠伶 魏葶瑜 謝佳晏 蘇家芸

呂寶昀 吳敏華 張之瑜 劉采珈 姚佳希 李佩芸 林珏君 林郁婷

姚乃心 吳家慧 王佳琪 易芳儀 楊珮盈 蔡欣芸 李晏如 王妤庭

余卉卿 林郁琪 陳怡伶 柯妤蓁 陳薇如 譚靖霓 張微婕

陳諾筠 林菲 陳芍安 郭庭瑜 蘇意琇

475桿 499桿 515桿 536桿 548桿 558桿 574桿 582桿

高苑科大 臺灣科大 中臺科大 陸軍專校 國防大學

陳昱安 李偉誠 楊仁霆 潘炯名 黃哲昱

林哲孝 范言誠 范文薰 蔡炎曆 鄭貫之

歐玄柏 李昆儒 王皓軒 羅濟瑄 林廣懷

陳宇軒 余懿展 楊竣閔 鍾朝菘 任祐頡

王育瑋 王澤豫 沈秉毅 王柏翔 殷誠鴻

莊庭凱 施至仁 吳宗翰 劉炷瑄 黃啟軒

467桿 468桿 491桿 497桿 522桿

臺北護大 臺灣體大 遠東科大 高雄大學

簡嫚均 張琬聆 劉依璇 吳怡臻

王美琳 林婉宣 簡于瑄 游念亭

李婷芳 詹小函 邱靖純 熊怡惠

林佳瑩 蔡云筑 林姲妏 陳乙菡

吳佩蓉 胡逸軒

李泇霈

415桿 417桿 426桿 458桿

高雄大學 臺灣體大 北市大學 金門大學 遠東科大 澎湖科大 臺灣師大
賴政仁 徐榭鴻 詹杰翰 程建閎 廖郁善 王傳宏 王泓竣

夏智玄 林益全 洪銘澤 楊霈璿 李建興 沈育全 黃韋喬

許達榮 賴寬育 曾林寬 葉衍佑 沈柏芳 吳政翰 吳思源

李冠進 廖振良 蔡承祐 張育晟 廖志忠 周明賢 李  杰

高瑞駿 黃啟翔 廖晢劭 曾柏森 胡栩愷 林瑋宸

張介皇 陳韋佑 洪士傑 曾柏晏 顏品豐 李彥廷

368桿 392桿 397桿 402桿 417桿 449桿 469桿

108年大運會木球項目優勝名次表

公開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

一般男子組

桿數賽團體組

一般女子組



項目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陸軍專校 屏東科大 臺灣科大 高餐大學 屏東科大 中華醫大 臺中科大 銘傳大學

王佳琪 吳敏華 魏葶瑜 陳冠伶 陳郁涵 陳冠秀 謝佳晏 吳俐瑩

陳怡伶 吳家慧 蔡欣芸 楊珮盈 林郁琪 王韻婷 李晏如 余卉卿

124桿 125桿 134桿 134桿 135桿 138桿 138桿 138桿

臺灣科大 高餐大學 中臺科大 臺灣科大 陸軍專校 高苑科大 國防大學 高苑科大

李昆儒 邵靖宇 王皓軒 范言誠 鍾朝菘 林哲孝 鄭貫之 歐玄柏

王澤豫 楊育誠 楊竣閔 余懿展 劉炷瑄 陳宇軒 林廣懷 王育瑋

108桿 114桿 114桿 117桿 122桿 123桿 123桿 125桿

北市大學 遠東科大 臺灣師大 臺北護大 高雄大學 臺灣體大 高餐大學 臺灣體大

蔡依庭 簡于瑄 蔡濰憶 李婷芳 吳怡臻 張琬聆 吳惠婷 林婉宣

洪承郁 胡逸軒 江佳玲 李泇霈 游念亭 蔡云筑 楊惠婷 詹小函

106桿 106桿 107桿 109桿 112桿 115桿 115桿 117桿

臺灣師大 高雄大學 高雄大學 遠東科大 輔仁大學 金門大學 遠東科大 澎湖科大

王泓竣 賴政仁 許達榮 李建興 蔡旻勳 張育晟 沈柏芳 周明賢

吳思源 高瑞駿 張介皇 廖志忠 藍俊傑 曾柏森 胡栩愷 林瑋宸

93桿 94桿 96桿 97桿 99桿 99桿 106桿 107桿

項目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一般女子組 崇仁醫專 陳桂琴 陸軍專校 王佳琪 崇仁醫專 陳真嘉 南榮科大 莊佳蓉 臺灣科大 魏葶瑜 國防大學 易芳儀 銘傳大學 吳俐瑩 臺中科大 李晏如

一般男子組 中臺科大 楊竣閔 銘傳大學 吳朋訓 文化大學 王彥博 中臺科大 范文薰 臺灣科大 余懿展 澎湖科大 歐聖緣 臺灣科大 王澤豫 陸軍專校 劉炷瑄

公開女子組 屏東科大 林佩臻 輔仁大學 陳姵蓁 臺灣體大 張琬聆 臺灣師大 蔡濰憶 臺北護大 簡嫚均 北市大學 蔡依庭 國立體大 葉珈妤 高餐大學 楊惠婷

公開男子組 高雄大學 許達榮 高雄大學 張介皇 國立體大 吳承翰 澎湖科大 李彥廷 元培科大 顏志翰 臺灣體大 廖振良 高餐大學 莊宜龍 南華大學 張茗豐

球道賽個人組

公開男子

桿數賽雙人組

公開女子

一般男子

一般女子



項目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崇仁醫專 中華醫大 陸軍專校 銘傳大學 南榮科大 屏東科大 中華醫大 銘傳大學

陳桂琴 ※陳冠秀 王佳琪 余卉卿 ※莊佳蓉 林郁琪 王韻婷 呂寶昀

135桿 135桿 142桿 143桿 146桿 146桿 147桿 148桿

文化大學 銘傳大學 高餐大學 高苑科大 中臺科大 高苑科大 國防大學 臺灣科大

王彥博 ※吳朋訓 ※楊育誠 林哲孝 范文薰 歐玄柏 林廣懷 李偉誠

126桿 128桿 131桿 136桿 138桿 139桿 141桿 142桿

北市大學 臺灣體大 陸軍專校 高餐大學 北市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體大 高雄大學

蔡依庭 詹小函 陳怡蓁 楊惠婷 洪承郁 陳姵蓁 翁瑋阡 吳怡臻

117桿 121桿 121桿 122桿 122桿 125桿 126桿 126桿

高雄大學 北市大學 高雄大學 臺灣體大 金門大學 臺灣體大 北市大學 高雄大學

夏智玄 洪士傑 張介皇 陳韋佑 程建閎 廖振良 蔡承祐 許達榮

108桿 115桿 115桿 116桿 117桿 118桿 119桿 119桿

桿數賽個人組

公開男子組

一般女子組

一般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