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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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銘傳大學 屏東科大 高餐大學 南應科大 高苑科大
陳亭宇 王沛棋 吳俐瑩 陳郁涵 鄭慧昀 郭芳瑜 洪明君

黃莉珺 張之瑜 呂寶昀 洪嘉涓 董儼誼 張睿芸 曾芷筠

魏敏原 王佳琪 吳紫棋 潘哲寧 郭庭瑜 劉書婷 何倢綾

林芳誼 陳瑩瑄 姚乃心 吳家慧 鍾思婷 陳泯亘 湯于瑩

陳芍安 林芯羽 余卉卿 林郁琪 楊承宜 陳映伊

史雅涵 陳怡伶 陳諾筠 吳敏華 王慧珺

臺灣科大 陸軍專校 臺北商大 國防大學 高苑科大 臺中科大
王澤豫 潘炯名 駱弈中 鄭貫之 林哲孝 吳樹威

賴德修 楊博盛 羅英期 林廣懷 歐玄柏 吳秉倢

范言誠 張瑋哲 王先立 任祐頡 王育瑋 陳世惟

謝建治 鍾朝菘 許宸瑋 殷誠鴻 陳風如 馬科明

李昆儒 邱麒溢 陳泰榕 彭啟政

余懿展 廖彥博 吳孟勛

臺北護大 臺灣體大 臺灣師大

簡嫚均 林婉宣 黃文褀

王美琳 洪瑜鎂 蔡濰憶

李婷芳 張文馨 江佳玲

吳佳潔 詹小函 王雅萱

林佳瑩 莊淳雯

李泇霈 倪玉珊

遠東科大 高雄大學 北市大學 金門大學 臺灣體大 臺灣師大
陳亮宇 許達榮 洪士傑 程建閎 陳繹仲 王泓竣

施博為 高瑞駿 洪銘澤 葉衍佑 黃啟翔 洪嘉澤

李建興 賴政仁 陳繹水 張育晟 陳韋佑 章金德

廖志忠 夏智玄 曾林寬 曾柏森 黃家畯 吳思源

胡栩愷 蔡承祐 曾柏晏 林益全 顏銘甫

顏伯竣 賴寬育

桿數賽

107年大運會木球項目優勝名次表

公開男子團體組

公開女子團體組

一般男子團體組

一般女子團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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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 國防大學 國防大學 屏東科大 屏東科大 中華醫大 臺北護大 陸軍專校

余卉卿 黃莉珺 魏敏原 陳郁涵 潘哲寧 王韻婷 江宜蓁 王沛棋

吳俐瑩 林芳誼 史雅涵 林郁琪 吳敏華 蕭春月 蘇意琇 林芯羽

高餐大學 中臺科大 臺北商大 臺灣科大 國防大學 臺北商大 金門大學 臺灣科大

楊育誠 王皓軒 王先立 李昆儒 吳孟勛 許宸瑋 林佳駿 王澤豫

王繼威 楊竣閔 駱弈中 謝建治 陳泰榕 羅英期 何聰賢 余懿展

臺中科大 北市大學 臺灣體大 南華大學 遠東科大 臺灣師大 臺北護大 臺灣師大

吳盈蓁 蔡依庭 詹小函 聶鸝萱 胡逸軒 江佳玲 簡嫚均 倪玉珊

洪梅惠 吳玉惠 林婉宣 吳心怡 邱靖純 蔡濰憶 沈芳如 王雅萱

高雄大學 遠東科大 北市大學 金門大學 高雄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體大 遠東科大

許達榮 施博為 洪銘澤 曾柏森 賴政仁 馬詩明 徐國展 廖志忠

夏智玄 陳亮宇 蔡承祐 張育晟 高瑞駿 藍俊傑 吳承翰 李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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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臺南大學 陸軍專校 崇仁醫專 銘傳大學 國防大學 屏東科大

黃莉珺 王沛棋 黃碧汝 王佳琪 ※陳桂琴 吳俐瑩 魏敏原 林郁琪

金門大學 高餐大學 銘傳大學 臺灣科大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中臺科大 臺北商大

何聰賢 ※楊育誠 吳朋訓 賴德修 陳泰榕 廖彥博 楊竣閔 王先立

臺北護大 輔仁大學 臺北護大 臺北護大 北市大學 臺灣師大 臺北護大 臺灣體大

李泇霈 ※陳姵蓁 王美琳 李婷芳 蔡依庭 江佳玲 林佳瑩 詹小函

遠東科大 北市大學 遠東科大 高雄大學 高雄大學 北市大學 遠東科大 遠東科大

施博為 蔡承祐 陳亮宇 高瑞駿 夏智玄 洪士傑 顏伯竣 廖志忠

桿數賽

桿數賽

公開男子個人組

公開女子個人組

一般男子個人組

一般女子個人組

一般男子雙人組

公開男子雙人組

公開女子雙人組

一般女子雙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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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女子個人組銘傳大學 余卉卿 崇仁醫專 陳桂琴 中華醫大 蔡佳雯 臺灣科大 林瑩秀 銘傳大學 吳俐瑩 臺灣科大 魏葶瑜 臺南大學 黃碧汝 國防大學 陳亭宇

一般男子個人組金門大學 何聰賢 中臺科大 楊竣閔 臺灣科大 謝建治 高餐大學 楊育誠 陸軍專校 廖彥博 臺灣科大 賴德修 高餐大學 王繼威 北市大學 林顥翰

公開女子個人組輔仁大學 陳姵蓁 北市大學 吳玉惠 臺灣體大 詹小函 金門大學 陳貞慧 國立體大 葉珈妤 高餐大學 吳惠婷 北市大學 蔡依庭 臺北護大 林佳瑩

公開男子個人組高雄大學 許達榮 高雄大學 夏智玄 臺灣體大 賴寬育 金門大學 張育晟 中山大學 范弘昌 遠東科大 廖志忠 陸軍專校 陳毓偉 北市大學 蔡承祐

球道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