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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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 屏東科大 陸軍專校 高餐大學 臺灣科大 臺北護大 臺中科大

莊于靚 林君佩 曾彥慈 郭芯妤 張  緣 張桂瑜 廖竟歆 朱家儒

黃莉珺 吳俐瑩 王晴萍 游佳芸 陳育琳 謝采軒 翁瑄鎂 陳金鳳

魏敏原 呂寶昀 鄒昭琪 王沛棋 莊毓梵 魏葶瑜 柯廷歡 陳詩雨

林芳誼 王薈鈞 吳佳穎 何佩倚 蘇韋菱 林于晴 江宜蓁 張恩華

張淑娟 陳諾筠 潘哲寧 林珉駽 楊珮盈 謝喬勛 蔡毓珊

史雅涵 余卉卿 林郁琪 蔡佩蓁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臺灣科大 臺北商大 臺灣觀光學院 臺北護大

陳柏翰 楊博盛 范言誠 廖章揚 王  裔 葛孝謙

楊政璁 邱麒溢 李昆儒 駱弈中 張智傑 張維甫

游善詠 吳建樺 陳邱瀚 羅英期 孫含瑜 蔡長庚

黃  靖 張瑋哲 廖俊宏 王先立 李孟鋼 劉福祐

陳泰榕 廖彥博 陳星宇 許宸瑋 楊進勝 林昰孝

吳一民 許濤顯 余懿展 蔡耀瑨

臺北護大 北市大學 臺灣師大 遠東科大

簡嫚均 賴怡妘 倪玉珊 劉依璇

王美琳 蔡依庭 黃文褀 賴欣芳

易品均 陳品亘 江佳玲 林姲妏

李婷芳 吳玉惠 李淑慧 胡逸軒

吳佳潔 彭柔瑋 王雅萱

林佳瑩 蕭文君 莊淳雯

北市大學 臺灣體大 遠東科大 臺灣師大 輔仁大學

洪士傑 陳凱鵬 陳亮宇 王泓竣 馬詩明

温中維 蔡孟宏 施博為 洪嘉澤 羅  傑

洪銘澤 黃啟翔 李建興 章金德 紀皓元

陳繹水 陳韋佑 沈柏芳 吳思源 林俊慕

蔡承祐 黃家畯 廖志忠 顏銘甫

劉冠儀 賴寬育 胡栩愷

桿數賽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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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銘傳大學 國防大學 臺北商大 屏東科大 陸軍專校 臺灣科大

莊于靚 郭芯妤 林君佩 魏敏原 范其麗 曾彥慈 游佳芸 張桂瑜

林芳誼 何佩倚 吳俐瑩 史雅涵 陳韻婷 王晴萍 林珉駽 林于晴

陸軍專校 臺北護大 臺灣觀光學院 臺北商大 臺中科大 臺灣科大 國防大學 臺灣科大

楊博盛 葛孝謙 張智傑 羅英期 黃榜進 李昆儒 陳泰榕 陳邱瀚

吳建樺 張維甫 孫含瑜 王先立 馬科明 陳星宇 吳一民 廖俊宏

臺北護大 北巿大學 臺北護大 北巿大學 遠東科大 南華大學 高餐大學 臺灣體大

王美琳 吳玉惠 易品均 蕭文君 賴欣芳 聶鸝萱 陳怡臻 張文馨

簡嫚均 彭柔瑋 吳佳潔 賴怡妘 胡逸軒 吳心怡 吳惠婷 魏凡

金門大學 輔仁大學 臺北護大 遠東科大 遠東科大 臺灣體大 臺灣體大 北巿大學

張育晟 馬詩明 樊道瑋 陳亮宇 李建興 陳韋佑 黃啟翔 洪銘澤

曾柏森 羅  傑 錢震嘉 施博為 廖志忠 黃家畯 賴寬育 劉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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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大學 嘉南藥大 屏東科大 臺灣科大 屏東科大 臺灣科大 國防大學

林君佩 黃碧汝 洪佳吟 曾彥慈 張桂瑜 吳佳穎 林于晴 莊于靚

高餐大學 臺灣科大 國防大學 陸軍專校 金門大學 國防大學 臺北商大 臺中科大

楊育誠 廖俊宏 游善詠 楊博盛 何聰賢 楊政璁 王先立 黃榜進

臺北護大 北巿大學 北巿大學 臺灣師大 遠東科大 臺北護大 國立體大 中華醫大

王美琳 蔡依庭 彭柔瑋 李淑慧 胡逸軒 林佳瑩 林詩純 陳致汎

北巿大學 臺灣師大 臺灣體大 輔仁大學 國立體大 金門大學 臺灣體大 遠東科大

洪士傑 王泓竣 蔡孟宏 林俊慕 徐國展 曾柏森 陳韋佑 施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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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俐瑩 屏東科大 曾彥慈 銘傳大學 林君佩 臺灣科大 林于晴 崇仁護專 史雅婷 臺中科大 陳金鳳 臺南大學 黃碧汝 中華醫大 蔡佳雯

一般男子個人組 金門大學 何聰賢 陸軍專校 楊博盛 國防大學 楊政璁 臺中科大 黃榜進 臺北護大 葛孝謙 臺北商大 廖章揚 陸軍專校 吳建樺 臺北商大 駱弈中

公開女子個人組 國立體大 葉珈妤 中華醫大 陳致汎 臺北護大 林佳瑩 北巿大學 蔡依庭 國防大學 吳艿軒 臺灣體大 林婉宣 臺灣體大 詹小函 輔英科大 林雅娟

公開男子個人組 輔仁大學 羅傑 臺中科大 劉邦榆 金門大學 張育晟 遠東科大 陳亮宇 國立體大 吳翼丞 北巿大學 蔡承祐 臺北護大 錢震嘉 臺灣師大 洪嘉澤

球道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