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 桌球 2015世界盃桌球團體賽 男子團體組 黃Ο盛 江Ο傑 吳Ο祺 第三名

2 個人全能成績 第一名

3 個人單項-帶 第一名

4 個人單項-棒 第一名

5 個人單項-環 第二名

6 個人單項-球 第二名

7 雙打 洪Ο晨 第三名

8 雙打 黃Ο祺 第二名

9 第5量級 邱Ο翔

10 第5量級 陳Ο羽

11 第5量級 徐Ο翔

12 第5量級 林Ο青

13 第6量級 許Ο橋

14 黃Ο盛

15 江Ο傑

16 排球 全國第59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17 桌球 2015虎科盃桌球錦標賽 社會公開組 吳Ο融 第二名

18 羽球 2015嘉義大學(嘉大盃) 公開男雙 蔡Ο祐 第三名

19 網球 第13屆福興盃全國大專網球錦標賽 公開組 團體 第一名

20 單打 湯Ο鈞 第二名

21 湯Ο鈞

22 胡Ο強

23 標槍 洪Ο雲 第一名

24 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25 200公尺 吳Ο汝 第五名

26 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27 標槍 洪Ο雲 第四名

28 100公尺 吳Ο汝 第八名

29 洪Ο雲

30 黃Ο琳

31 吳Ο汝

32 蔡Ο倫

33 三級跳遠 蔡Ο倫 第三名

34 排球 103學年度大專排球運動聯賽 男生公開一級組 團體 第三名

35 鉛球 潘Ο甄 第二名

36 林渟萱 400跨欄 第三名

37 黃家琳 400跨欄 第三名

38 吳育汝 100公尺 第七名

39 手球 103學年度手球錦標賽 公開二級男子組 團體 第一名

40 雙打 黃Ο祺 第一名

41 單打 黃Ο祺 第二名

42 單打 黃Ο祺 第一名

43 雙打 黃Ο祺 第二名

44 空手道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空手道錦標賽 公開組個人形 高Ο琳 第一名

45 田徑隊 2015台灣田徑邀請賽-自費 公開組-鉛球 潘Ο甄 第四名

46 網球隊 2015年中國武漢國際職業網球賽 雙打 黃Ο祺 第一名

47 網球隊 印度國際職業網球賽 雙打 洪Ο晨 第二名

48 韻律體操 104年度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環 球 棒 帶 全能 何Ο瑄 第五名

49 空手道 104年空手道東亞錦標賽(自籌) 女子個人形 高Ο琳 第三名

50 雙打 洪Ο晨 第二名

51 單打 黃Ο祺 第一名

52 單打 洪Ο晨 第二名

網球 2015 ITF香港未來賽

網球 2015年中國安寧國際職業網球賽

400接 第六名

田徑 104年台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網球 2015中國安寧未來賽

田徑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田徑 104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網球 104年第13屆瑞臺盃全國網球錦標賽
雙打 第二名

跆拳道

2016年第31屆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培訓隊暨2015
年第22屆男子世界跆拳道錦標賽暨2015年第15屆
女子世界跆拳道錦標賽暨2015年光州世界大學運

動會中華男、女代表隊選拔賽

入選儲備
國手

桌球
2015國際桌球總會世界巡迴賽（ITTF World

Tour）科威特公開賽
雙打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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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體操 104年台中市主委盃韻律體操錦標賽

網球 2015年斯里蘭卡國際職業網球賽

何Ο瑄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53 黃Ο盛

54 周Ο至

55 江Ο瀚

56 陳Ο村

57 江Ο傑

58 許Ο宏

59 吳Ο融

60 吳Ο寯

61 許Ο傑

62 吳Ο祺

63 黃Ο盛

64 吳Ο祺

65 吳Ο寯

66 許Ο傑

67 公開男子組單打賽 陳Ο村 第八名

68 徐Ο愷

69 胡Ο強

70 黃Ο翔

71 吳Ο澤

72 李Ο宇

73 湯Ο鈞

74 洪Ο晨

75 公開男子組單打賽 黃Ο祺 第一名

76 黃Ο祺

77 王Ο廷

78 公開男子組54公斤級 涂Ο州 第一名

79 公開女子組46公斤級 張簡Ο婷 第一名

80 公開男子組87公斤級以上 汪Ο凱 第一名

81 公開男子組87公斤級 楊Ο燁 第一名

82 公開女子組73公斤級 陳Ο羽 第一名

83 公開女子組53公斤級 蔡Ο芬 第一名

84 公開女子組57公斤級 林Ο薇 第一名

85 公開女子組62公斤級 吳Ο瑩 第一名

86 品勢 個人賽 廖Ο暄 第二名

87 公開女子組73公斤級以上 葉Ο江 第二名

88 公開女子組49公斤級 翁Ο珮 第二名

89 公開男子組73公斤級 唐Ο宏 第二名

90 公開男子組58公斤級 簡Ο戎 第三名

91 63公斤級 林Ο德 第三名

92 公開男子組 邱Ο翔 第五名

93 品勢個人賽 廖Ο慈 第六名

94 公開男子組80公斤級 許Ο僑 第七名

95 品勢個人賽 楊Ο潔 第八名

96 許Ο廷

97 林Ο叡

98 郭Ο呈

99 巫Ο璋

100 羅Ο力

101 蔡Ο祐

102 蕭Ο烜

103 林Ο凡

104 廖Ο亮

105 廖Ο宏

106 公開女子組單打 江Ο恩 第四名

網球

公開男子組團體賽

公開男子組雙打賽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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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

羽球
公開男子組團體賽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三名

104全大運

公開男子組團體賽 第一名

公開男子組雙打 第一名

公開男子組雙打 第二名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07 公開女子組三級跳遠 蔡Ο倫 第三名

108 公開女子組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109 一般女子組100公尺跨欄 李Ο晴 第三名

110 公開女子組標槍 洪Ο雲 第五名

111 一般女子組400公尺跨欄 李Ο晴 第五名

112 林Ο萱 第八名

113 公開女子組地板 謝Ο珊 第六名

114 公開女子組跳馬 謝Ο珊 第六名

115 公開女子組個人全能競賽 謝Ο珊 第七名

116 公開女子組高低槓 謝Ο珊 第八名

117 公開女子組平衡木 謝Ο珊 第八名

118 江Ο傑

119 黃Ο盛

120 桌球-混雙 江Ο傑 第二名

121 江Ο傑

122 黃Ο盛

123 網球-團體 黃Ο祺 第二名

124 跆拳道-品勢 廖Ο暄 第三名

125 跆拳道-團體 林Ο青 第三名

126 桌球 2015正新馬吉斯 合庫金盃 一般組1500公尺 女子團體 第三名

127 雙打 簡Ο儒 第一名

128 雙打 林Ο叡 蔡Ο祐 前八名

129 排球 2015年海峽兩岸高校沙灘排球邀請賽 男子組 團體 第二名

130 網球 2015中國莆田職業網球賽 雙打 洪Ο晨 第三名

131 公開女子組-鉛球 潘Ο甄 第二名

132 公開女子組-標槍 洪Ο雲 第四名

133 公開女子組-400公尺跨欄 林Ο萱 第八名

134 網球 2015年中國南昌職業網球挑戰賽 雙打 黃Ο祺 第三名

135 排球 104年第42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136 排球 104年第36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二名

137 羽球 紐西蘭系列賽 女雙 蔡Ο佑 第二名

138 團體 陳Ο媛 第一名

139 林Ο瑩 第二名

140 吳Ο晴 第二名

141 網球 2015印度國際職業網球未來賽 單打 洪Ο晨 冠軍

142 網球 2015年柬埔寨國際職業網球未來賽 單打 黃Ο祺 亞軍

143 羽球 2015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混合團體賽 簡Ο儒 第三名

144 桌球 2015世界盃桌球年終大獎賽 男子雙打 江Ο傑  黃Ο盛 第三名

145 女子組62公斤級 梁Ο瑜 第一名

146 女子組67公斤級 陳Ο羽 第一名

147 女子組57公斤級 蔡Ο芬 第二名

148 女子組62公斤級 林Ο青 第二名

149 男子組74公斤級 徐Ο翔 第二名

150 男子組87公斤以上級 汪Ο凱 第三名

151 桌球 2015亞洲桌球錦標賽 男子團體 江Ο傑 第三名

152 國術 104學年度大專國術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男拳第一類 林Ο凱 第一名

競技龍舟 高雄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團體

跆拳道  104年第十二屆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大學 2015世界大學運動會

田徑 104年秋季盃田徑公開賽(發展特色移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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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

104全大運

競技體操

桌球-雙打 第一名

桌球-團體 第三名

羽球 104年度第二次全國羽球排名賽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53 團體代表台中市 許Ο廷 銀牌

154 團體代表台中市 郭Ο呈 銀牌

155 個人雙打 廖Ο亮 第六名

156 團體 黃Ο盛 吳Ο祺 江Ο傑 銀牌

157 混雙 江Ο傑 金牌

158 個人雙打 吳Ο祺 黃Ο盛 銅牌

159 個人混雙 黃Ο盛 銅牌

160 單打 黃Ο盛 第四名

161 個人雙打 江Ο傑 第五名

162 團體 邱Ο智 第六名

163 黃Ο祺

164 胡Ο強

165 個人單打 黃Ο祺 金牌

166 個人雙打 黃Ο祺 銀牌

167 個人雙打 湯Ο鈞 第四名

168 團體 王Ο進 第七名

169 團體 李Ο宇 第八名

170 男子68公斤級 黃Ο仁 金牌

171 男子74公斤級 楊Ο燁 金牌

172 女子62公斤級 林Ο薇 金牌

173 女子67公斤級 陳Ο羽 金牌

174 女子46公斤級 張簡Ο婷 銀牌

175 女子57公斤級 林Ο青 銀牌

176 女子73公斤以上級 葉Ο江 銀牌

177 男子87公斤級 楊Ο昌 銅牌

178 彰化縣 陳Ο佰 第六名

179 彰化縣 王Ο姍 第五名

180 田徑 女子鉛球 潘Ο甄 第五名

181 4公里團隊追逐賽 忻Ο衡 第四名

182 團隊競速賽 吳Ο庭 銅牌

183 爭先賽 吳Ο庭 第五名

184 競輪賽 吳Ο庭 第六名

185 團體代表台中市 林Ο旻 銅牌

186 團體代表苗栗縣 林Ο慶 第七名

187 台中市 張Ο紘 第四名

188 彰化縣 張Ο皓 第六名

189 高爾夫 台中市 邱Ο緯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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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

104年全國運動會

桌球

網球

團體 銀牌

跆拳道

滑輪溜冰

自由車隊

排球

手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