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0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暨 111年全中運選拔) 

羽球技術手冊 

壹、羽球運動組織： 

一、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理事長：張國祚 

 電 話：02-8771-1440 

 傳 真：02-2752-2740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8 樓 810 室 

二、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主 委：周財勝 

 總幹事：林融 

 電 話：0911330248 

 會 址：花蓮市中山路 72號 

貳、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110 年 11 月 5-7 日（星期五、六、日）計 3 天。 

二、競賽地點：花蓮縣立宜昌國中體育館。 

三、報名資格： 

(一)國小組：比賽當學期註冊之花蓮縣、市在學學生皆可報名參加，每人限報兩項。 

(二)國、高中組(110年全中運選拔賽項目)：每人限報一項，不得越級參賽，並且

符合下列規定： 

1.比賽當學期註冊在學之花蓮縣、市在學學生。 

2.參加國中組者，不得逾十六歲；參加高中組者，不得逾十九歲。 

3.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該學校一年以上之學籍為 

限。但輔導轉學者，不在此限。 

    (三)社會組：詳閱 110年花蓮縣運秩序冊報名資格規範。 

四、競賽分組：各單位至多限報 2 隊 

（一）團體組： 

1. 社會高中男子組。 

2. 社會高中女子組。 

3. 國中男生組 

4. 國中女生組 

5. 國小男生組(1、2年級；3、4 年級組；5、6 年級組)。 

6. 國小女生組(1、2年級；3、4 年級組；5、6 年級組)。 

（二）個人組：每位選手僅能選擇一組參賽(同一組別可報單、雙打兩項)。 

1. 高中男生組(暨全中運選拔)單、雙打。 

2. 高中女生組(暨全中運選拔)單、雙打。 

3. 國中男生組(暨全中運選拔)單、雙打。 



4. 國中女生組(暨全中運選拔)單、雙打。 

5. 國小男生單、雙打(3 年級組、4 年級組、5 年級組、6 年級組)。 

6. 國小女生單、雙打(3 年級組、4 年級組、5 年級組、6 年級組)。 

五、報名人數： 

（一）團體組： 

1. 社高組註冊選手每隊上限 8人下限 6人。 

2. 國中組及國小組註冊選手每隊上限 6人下限 4人。 

（二）個人組： 

1. 個人單打：每單位限報 2名選手。 

2. 個人雙打：每單位限報 2組選手。  

六、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通用規則。 

七、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而定。 

八、比賽細則： 

（一）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可之比賽球。 

（二）計分方法： 

1. 社高組比賽採三點制，勝二點為勝，出場序：雙、雙、雙。 

2. 國中、國小組比賽採三點制，勝二點為勝，出場序：單、雙、單（單、 

雙打不得互兼）。 

3. 各點以單局 31 分計算，採落地得分制，30 分平分不加分，16 分換邊。 

國小組以單局 21 分制計算，先到達 21 分者勝，20 分平分不加分，11 分 

交換場地。 

4. 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 勝 1 場得 2 分，敗 1 場得 1 分，積分多者為勝。 

(2) 2 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 3 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B.（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D.若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5.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 

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6. 比賽日程抽籤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改。 

7. 參賽選手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比賽者，以棄權論（依大會時間為準）。 

8. 每隊出場名單不能有輪空情事，否則輪空該組及以下各組均以零分計算。 

9. 不服從裁判員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10.為免除冒名頂替，請球員於出賽時，務請攜帶大會製發之選手證。 

11.參賽隊職員於比賽期間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2.為保障選手安全與權益，建請各參賽單位自行為所屬隊職員投保意外保險或 

採行其他相關適當措施。 

13.選拔賽：個人組前三名可代表花蓮縣參加 111年全中運。 



參、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本縣縣運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負責羽球 

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本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商請聘請及聘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3人，召集人及審判委員由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 

會遴派。  

三、獎勵：依據競賽總則第 11條之規定辦理。 

四、申訴：依據競賽總則第 14條之規定辦理。 

五、罰則：依據競賽總則第 16條之規定辦理。 



        

110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隊職員名單  

 

共 19 個單位，總計 481 位隊職員  
 

一、社高男子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李建緯 鄭健民 魏雲詠 葉曾冠融 莊州 趙家佑 趙賢勳   

  

2、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教練:林佑達     管理:尤彩蓁      
 

林頞 林融 黃崇榮 邱易鴻 許家閎 彭鎮賢 邱奕祥 袁德民  

  

3、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     教練:黃信龍     管理:游茹淇      
 

梁添登 詹進富 詹前力 楊志偉 李文雄 黃榮乾 黃建皓 姚承中  

  

4、國立東華大學 A  

領隊：趙涵捷 
 

徐以倫 葉人豪 陳哲宇 甘佑信 鄭家恩 洪俊志 鄭博宇 彭凡城  

  

5、慈濟大學 A  

領隊:劉怡均     教練:魏雲詠     管理:陳聰毅      
 

楊牧穎 駱澤丰 蘇政偉 郭庭綱 蕭冠哲 劉上銘 劉柏良   

  

6、花蓮高中 A  

領隊：楊鵬耀    教練:邱培杰      
 

施得暐 徐亦寬 孫晨智 陳禹誠 莊宗祐 甄翊程 劉謙舜   

  

7、花蓮高工 A  

領隊：黃鴻穎 
 

林宸玄 蘇柏言 陳閻家睿 鄭博駿 張台樹 周沐 陳睿澤 李王崇恕  

 

二、社高女子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陳秋惠 楊秀琴 鍾京軒 賴永沂 張菀苹 張如萍 沈婉真   

  

2、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管理:張有用      
 

吳幸娥 楊馥如 林佩怡 陳秋樺 吳文馨 陳佳宜    

  



3、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     教練:黃信龍     管理:游茹淇      
 

許寶珍 王毓嫻 謝宇雯 吳繡賢 林嘉軒 沈珮鈴    

  

4、慈濟大學 A  

領隊:劉怡均     教練:魏雲詠     管理:陳聰毅      
 

陳美蓁 詹昀潔 黃亭禎 吳品萱 張庭瑋 徐芷盈    

  

5、花蓮女中 A  

領隊：詹滿福    教練:依仰‧拿難      
 

姚書宇 
依仰‧拿

難 
邱雨瑄 王玟 謝宜瑄 陳懷智 陳識羽 沈圓媛  

  

6、花蓮女中 B  

領隊：詹滿福    教練:依仰‧拿難      
 

鄭宜軒 黃妤姍 張崇恩 古妤柔 陳青華 鐘翊純 林宛玉 江小婷  

 

三、國中男子組 

  

1、海星中學國中部 A  

領隊:陳海鵬     管理:邱郁哲      
 

彭傳楷         

  

2、花崗國中 A  

領隊:李恩銘     教練:李建緯      
 

楊宗晏 郭承澔 鄭又誠 莊凱棣 陳志軒 楊宥任    

  

3、國風國中 A  

領隊：劉文彥    教練:林融      
 

楊富翔 黃竑叡 吳冠霖 徐捷儒 孔令睿 劉宇晏    

  

4、國風國中 B  

領隊:劉文彥     教練:張有用      
 

王于睿 張家睿 張家瑋     王浩恩      

  

5、宜昌國中 A  

領隊:陳玉明、吳冠毅     教練:趙家佑      
 

洪宇忠 陳昊 馮柏恩 陳威 賴暐翔     

  

6、宜昌國中 B  

領隊:陳玉明、吳冠毅     教練:趙家佑      
 

高靖傑 吳承穎 胡家豪 陳庭弘 伍毅軒 蔡宗翰    

  

7、鳳林國中 A  

領隊:羅崇禧     教練:詹進富     管理:林秀芬      
 

徐胤庭 陳承希 江慶恩 翁林澤      



 

四、國中女子組 

  

1、慈濟大學附設高中國中部 A  

領隊:李玲惠     教練:魏雲詠     管理:黃巧妏      
 

張芷芸         

  

2、海星中學國中部 A  

領隊:陳海鵬     管理:邱郁哲      
 

陳亞智         

  

3、國風國中 A  

領隊:劉文彥     教練:張有用      
 

黃郁凌 張家瑄        

  

4、宜昌國中 A  

領隊:陳玉明、吳冠毅     教練:趙家佑      
 

徐子容 黃芸        

 

五、國小男子五、六年級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張家浩 馮柏予 林芃瀚 胡懷安 張淳皓 邱莛寓    

  

2、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教練:李建緯      
 

蘇康瑜 李承璟 胡和正 魏勻揚 許家維 曹博鈞    

  

3、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丁嘉琦     管理:黃仲偉      
 

范耕嘉 葉澄 姚盛文 余冠葳 鍾永滐     

  

4、吉安鄉 B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     管理:黃仲偉      
 

張城睿 劉為樑 謝家懷 楊淀臣 朱振杰     

  

5、吉安鄉 C 
領隊：游淑貞 
 

李名翔 林祈恩 陳允樂       

  

6、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黃庭恩 林哲毅 王佑廷 鍾博丞      

 



六、國小女子五、六年級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吳惠貞     教練:吳金倫     管理:徐得彬      
 

許以非 許筱宓 陳家婕 陳子昕 陳雨彤 潘奕昕    

  

2、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管理:吳光榮      
 

陳雅婕 林臨芸 黃述平 溫玥如 溫玥華 胡懷真    

  

3、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     管理:黃仲偉      
 

范元瀞 葉沛瑜 張芷綺 陳芊嬡 楊承淩 王唯如    

 

七、高中男子組 

  

1、花蓮高中 A  

領隊：楊鵬耀    教練:邱培杰      
 

施得暐 劉謙舜 徐亦寬 莊宗祐 孫晨智 陳禹誠    

  

2、花蓮高農 A  

領隊:梁宇承     教練:林義龍      
 

詹潘俊德 林宇祥 陳信甫       

  

3、花蓮高工 A  

領隊:黃鴻穎     教練:黃鄧朝振      
 

林宸玄 張台樹 李王崇恕 陳閻家睿 周沐 蘇柏言    

  

4、慈濟大學附設高中 A  

領隊:李玲惠     教練:魏雲詠     管理:黃巧妏      
 

宋承洋 張豐展 陳彥廷       

  

5、慈濟大學附設高中 B  

領隊:李玲惠  
 

張豐展         

  

6、四維高中 A  

領隊:蔡忠和  
 

黃郁善 曾穫宣        

 

八、高中女子組 

  

1、花蓮女中 A  

領隊:詹滿福     教練:依仰‧拿難     管理:胡業成      
 

謝宜瑄 陳識羽        



  

2、花蓮女中 B  

領隊:詹滿福     教練:依仰‧拿難     管理:胡業成      
 

陳懷智 沈圓媛        

  

2、 宜昌國中 A  

領隊：陳玉明 
 

張鈺君 邱佳芸 黃芸 邱佳芸 徐子容 李璇 張鈺君   

 

九、國小男子三年級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吳煒增     管理:姜智騰      
 

韋定廷 吳若谷 吳漢升       

  

2、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吳煒增     教練:林祐達     管理:姜智騰      
 

范剛維 吳可期 黃振權       

  

3、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     管理:黃仲偉      
 

李名翔 林祈恩 陳允樂       

  

3、 吉安鄉 B  

領隊:游淑貞 
 

鄭至凱 麥宸睿 鍾竣智       

  

5、壽豐鄉 A  

領隊:劉耀宗、陳立輝     教練:洪俊志     管理:吳金一      
 

劉秉恩         

 

十、國小男子四年級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蔣洪 鄭楷叡 許家維       

  

 

 

2、 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趙允衍 李濬廷 溫直方       

  

3、 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劉為樑 謝家懷 鄭永濬 黃焌祐      



  

4、 吉安鄉 B  

領隊：游淑貞 
 

王宏洋 林子鈞        

  

5、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謝和豫 溫錦權        

 

十一、國小男子五年級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鮑明鈞     教練:林祐達     管理:陳齊毅      
 

魏勻揚         

  

2、 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胡和正         

  

3、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許順欽     教練:謝念尊     管理:廖欽玄      
 

朱雲開 杜宥恩        

  

4、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     管理:黃仲偉      
 

葉澄 鍾永滐        

  

5、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王佑廷         

 

十二、國小男子六年級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張順隆     管理:邱敏文      
 

林芃瀚 胡懷安 張淳皓 邱莛寓      

  

 

3、 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易宥廷 萬定橙 馮柏予 張家浩      

  

4、 花蓮市 C  

領隊:魏嘉賢 
 

徐瑞鴻 曹博承        

  



4、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丁嘉琦、陳俊雄     管理:黃仲偉      
 

范耕嘉 楊淀臣 朱振杰 余冠葳 姚盛文     

  

5、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李國清     教練:路弘旗     管理:王芝友      
 

鍾博丞         

  

6、鳳林鎮 B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林哲毅         

 

十三、國小女子四年級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陳雅婕 徐若芯 徐晨芸       

  

2、 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林臨芸         

  

3、秀林鄉 B  

領隊:王玫瑰、郭玲瑩     教練:陳淑珍     管理:羅功明      
 

李詩筠 劉佩恩        

  

4、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陳俊雄、丁嘉琦     管理:黃仲偉      
 

范元瀞         

  

5、 吉安鄉 B  

領隊:游淑貞 
 

王唯如         

  

6、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李欣晏         

  

7、鳳林鎮 B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王晨珊         

 

 

 

 



十四、國小女子五年級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黃述平 陳家婕        

  

2、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許順欽     教練:謝念尊     管理:廖欽玄      
 

張芊媃         

 

十五、國小女子六年級組 

  

1、 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許以非 潘奕昕 陳子昕 張容嘉 陳雨彤 許筱宓 趙允儇   

  

2、 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魏心圓 江巧涵 溫玥華 胡懷真 溫玥如     

  

3、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管理:許煒堃      
 

楊承淩 陳芊嬡 葉沛瑜 張芷綺      

  

4、壽豐鄉 A  

領隊:劉耀宗、陳立輝     教練:洪俊志     管理:吳金一      
 

張亦樂         

  

5、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曾淑珍     教練:徐素君     管理:劉巧玫      
 

黃庭恩                 

 



        

110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比賽名單  
 

一、社高男子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7 隊 , 取 3 隊)  
 

花蓮市 A：趙賢勳 趙家佑 莊州 葉曾冠融 魏雲詠 鄭健民 李建緯  

吉安鄉 A：邱易鴻 林頞 邱奕祥 林融 袁德民 許家閎 彭鎮賢 黃崇榮  

鳳林鎮 A：姚承中 李文雄 黃榮乾 詹前力 楊志偉 梁添登 黃建皓 詹進富  

國立東華大學 A：甘佑信 徐以倫 鄭博宇 葉人豪 彭凡城 鄭家恩 洪俊志 陳哲宇  

慈濟大學 A：劉上銘 蕭冠哲 郭庭綱 蘇政偉 駱澤丰 楊牧穎 劉柏良  

花蓮高中 A：甄翊程 莊宗祐 陳禹誠 孫晨智 徐亦寬 施得暐 劉謙舜  

花蓮高工 A：鄭博駿 林宸玄 陳睿澤 蘇柏言 李王崇恕 張台樹 周沐 陳閻家睿  

 

二、社高女子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6 隊 , 取 3 隊)  
 

花蓮市 A：陳秋惠 沈婉真 張如萍 張菀苹 賴永沂 鍾京軒 楊秀琴  

吉安鄉 A：林佩怡 陳秋樺 吳幸娥 楊馥如 吳文馨 陳佳宜  

鳳林鎮 A：吳繡賢 許寶珍 王毓嫻 林嘉軒 沈珮鈴 謝宇雯  

慈濟大學 A：黃亭禎 吳品萱 詹昀潔 陳美蓁 張庭瑋 徐芷盈  

花蓮女中 A：依仰‧拿難 沈圓媛 邱雨瑄 陳懷智 姚書宇 陳識羽 王玟 謝宜瑄  

花蓮女中 B：陳青華 黃妤姍 江小婷 張崇恩 鐘翊純 鄭宜軒 林宛玉 古妤柔  
 

三、國中男子組  

  

1、單打 (本項共 8 人 , 取 4 人)  
 

彭傳楷 (海星中學國中部 A) 徐胤庭 (鳳林國中 A) 楊宗晏 (花崗國中 A) 楊宥任 (花崗國中 A) 

黃竑叡 (國風國中 A) 楊富翔 (國風國中 A) 馮柏恩 (宜昌國中 A) 陳庭弘 (宜昌國中 B) 

  

2、團體賽 (本項共 6 隊 , 取 3 隊)  
 

花崗國中 A：郭承澔 楊宗晏 楊宥任 陳志軒 莊凱棣 鄭又誠  

國風國中 A：楊富翔 劉宇晏 孔令睿 徐捷儒 吳冠霖 黃竑叡  

國風國中 B：張家睿 張家瑋 王于睿 王浩恩 

宜昌國中 A：陳  威 洪宇忠 賴暐翔 陳  昊 馮柏恩  

宜昌國中 B：高靖傑 陳庭弘 伍毅軒 吳承穎 蔡宗翰 胡家豪  

鳳林國中 A：江慶恩 徐胤庭 翁林澤 陳承希  

 

3、雙打 (本項共 8 組 , 取 4 組)  
 

陳志軒 鄭又誠 (花崗國中 A) 徐捷儒 吳冠霖 (國風國中 A) 

陳  昊 洪宇忠 (宜昌國中 A) 徐胤庭 陳承希 (鳳林國中 A) 

郭承澔 莊凱棣 (花崗國中 A) 孔令睿 劉宇晏 (國風國中 A) 

賴暐翔 陳  威 (宜昌國中 A) 江慶恩 翁林澤 (鳳林國中 A) 
 



四、國中女子組  

  

1、單打 (本項共 6 人 , 取 4 人)  
 

張芷芸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國中部 A) 

陳亞智 (海星中學國中部 A) 黃郁凌 (國風國中 A) 張家瑄 (國風國中 A) 

黃  芸 (宜昌國中 A) 徐子容 (宜昌國中 A)   

 

五、國小男子五、六年級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6 隊 , 取 3 隊)  
 

花蓮市 A：馮柏予 胡懷安 邱莛寓 林芃瀚 張淳皓 張家浩  

花蓮市 B：李承璟 蘇康瑜 許家維 曹博鈞 魏勻揚 胡和正  

吉安鄉 A：姚盛文 葉  澄 范耕嘉 鍾永滐 余冠葳  

吉安鄉 B：謝家懷 張城睿 楊淀臣 朱振杰 劉為樑  

吉安鄉 C：陳允樂 李名翔 林祈恩  

鳳林鎮 A：黃庭恩 林哲毅 鍾博丞 王佑廷  
 

六、國小女子五、六年級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3 隊 , 取 1 隊)  
 

花蓮市 A：陳家婕 潘奕昕 陳雨彤 許以非 陳子昕 許筱宓  

花蓮市 B：陳雅婕 溫玥華 林臨芸 黃述平 溫玥如 胡懷真  

吉安鄉 A：楊承淩 王唯如 張芷綺 陳芊嬡 范元瀞 葉沛瑜  
 

七、高中男子組  

  

1、單打 (本項共 7 人 , 取 4 人)  
 

劉謙舜 (花蓮高中 A) 施得暐 (花蓮高中 A) 陳信甫 (花蓮高農 A) 陳閻家睿 (花蓮高工 A) 

林宸玄 (花蓮高工 A) 宋承洋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 A) 張豐展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 B)  

  

2、雙打 (本項共 7 組 , 取 4 組)  
 

徐亦寬 莊宗祐 (花蓮高中 A) 林宇祥 詹潘俊德 (花蓮高農 A) 

蘇柏言 李王崇恕(花蓮高工 A) 陳彥廷 張豐展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 A) 

曾穫宣 黃郁善 (四維高中 A) 孫晨智 陳禹誠 (花蓮高中 A) 

張台樹 周  沐 (花蓮高工 A)   

 

八、高中女子組  

  

1、雙打 (本項共 3 組 , 取 1 組)  
 

謝宜瑄 陳識羽 (花蓮女中 A) 張鈺君 邱佳芸 (宜昌國中 A) 

陳懷智 沈圓媛 (花蓮女中 B)   

 

 



九、國小男子三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5 人 , 取 3 人)  
 

吳漢升 (花蓮市 A) 范剛維 (花蓮市 B) 李名翔 (吉安鄉 A) 鄭至凱 (吉安鄉 B) 

劉秉恩 (壽豐鄉 A)    

  

2、雙打 (本項共 4 組 , 取 2 組)  
 

吳若谷 韋定廷 (花蓮市 A) 陳允樂 林祈恩 (吉安鄉 A) 

鍾竣智 麥宸睿 (吉安鄉 B) 黃振權 吳可期 (花蓮市 B) 
 

十、國小男子四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6 人 , 取 4 人)  
 

許家維 (花蓮市 A) 趙允衍 (花蓮市 B) 謝家懷 (吉安鄉 A) 劉為樑 (吉安鄉 A) 

謝和豫 (鳳林鎮 A) 溫錦權 (鳳林鎮 A)   

  

2、雙打 (本項共 4 組 , 取 2 組)  
 

蔣  洪 鄭楷叡 (花蓮市 A) 溫直方 李濬廷 (花蓮市 B) 

黃焌祐 鄭永濬 (吉安鄉 A) 林子鈞 王宏洋 (吉安鄉 B) 
 

十一、國小男子五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7 人 , 取 4 人)  
 

魏勻揚 (花蓮市 A) 胡和正 (花蓮市 B) 朱雲開 (秀林鄉 A) 杜宥恩 (秀林鄉 A) 

鍾永滐 (吉安鄉 A) 葉  澄 (吉安鄉 A) 王佑廷 (鳳林鎮 A)  

 

十二、國小男子六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5 人 , 取 3 人)  
 

張淳皓 (花蓮市 A) 胡懷安 (花蓮市 A) 范耕嘉 (吉安鄉 A) 鍾博丞 (鳳林鎮 A) 

林哲毅 (鳳林鎮 B)    

  

2、雙打 (本項共 6 組 , 取 4 組)  
 

邱莛寓 林芃瀚 (花蓮市 A) 萬定橙 易宥廷 (花蓮市 B) 

曹博承 徐瑞鴻 (花蓮市 C) 余冠葳 姚盛文 (吉安鄉 A) 

張家浩 馮柏予 (花蓮市 B) 朱振杰 楊淀臣 (吉安鄉 A) 
 

十三、國小女子四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10 人 , 取 4 人)  
 

徐晨芸 (花蓮市 A) 徐若芯 (花蓮市 A) 陳雅婕 (花蓮市 A) 林臨芸 (花蓮市 B) 

李詩筠 (秀林鄉 B) 劉佩恩 (秀林鄉 B) 范元瀞 (吉安鄉 A) 王唯如 (吉安鄉 B) 

李欣晏 (鳳林鎮 A) 王晨珊 (鳳林鎮 B)   

 



 

十四、國小女子五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3 人 , 取 1 人)  
 

黃述平 (花蓮市 A) 陳家婕 (花蓮市 A) 張芊媃 (秀林鄉 A)  

 

十五、國小女子六年級組  

  

1、單打 (本項共 6 人 , 取 4 人)  
 

潘奕昕 (花蓮市 A) 胡懷真 (花蓮市 B) 葉沛瑜 (吉安鄉 A) 張芷綺 (吉安鄉 A) 

張亦樂 (壽豐鄉 A) 黃庭恩 (鳳林鎮 A)   

  

2、雙打 (本項共 6 組 , 取 4 組)  
 

陳雨彤 陳子昕 (花蓮市 A) 溫玥如 溫玥華 (花蓮市 B) 

陳芊嬡 楊承淩 (吉安鄉 A) 許以非 許筱宓 (花蓮市 A) 

江巧涵 魏心圓 (花蓮市 B) 趙允儇 張容嘉 (花蓮市 A) 

 



花蓮高中A

[1] [7]

東華大學A 慈濟大學A
[4]

花蓮市A [8] 花蓮高工A

[2] [3]

吉安鄉A [9] 鳳林鎮A

一、二名

[13]

[12]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110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賽程圖

[10] [11]

決賽：取  3  名

社會高中男子組團體組  7  隊，取  3  名；  13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A

[5]                    [6]

B



花蓮女中B

[1] [5]

吉安鄉A 花蓮市A

[3]

鳳林鎮A

[2] [6]

花蓮女中A 慈濟大學A
[4]

(B)

決賽：取  3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社會高中女子團體組   6  隊，取  3  名；  10場

[7] [8]

預賽：分組取  2  名

A

B



鳳林鎮A

[1] [5]

宜昌國中B 國風國中A

[3]

國風國中B

[2] [6]

宜昌國中A 花崗國中A
[4]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7] [8]

國中男子團體組   6  隊，取  3  名；  10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決賽：取  3  名

A

B



6隊

花蓮市A

[1] [5]

吉安鄉A 吉安鄉C

[3]

花蓮市B

[2] [6]

吉安鄉B 鳳林鎮A

[4]

決賽：取  3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男子五、六年級團體組   6  隊，取  3  名；  10場

[7] [8]

A

B



花蓮市A

[1] [3]

花蓮市B 吉安鄉A

[2]

國小女子五、六年級組團體組   3   隊，取  1  名；  3場



二、個人賽-高中組

施得暐 (花蓮高中A)

[1] [7]

林宸玄 (花蓮高工A) 張豐展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B)
[4]

宋承洋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A) [8]             陳閻家睿 (花蓮高工A)

[2] [3]

劉謙舜 (花蓮高中A) [9] 陳信甫 (花蓮高農A)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3]

[12]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高中男子組單打   7  隊，取  4  名；  13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10] [11]

A

[5] [6]

B



[1] [7]

陳彥廷 張豐展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A) [4]         徐亦寬 莊宗祐 (花蓮高中A)

孫晨智 陳禹誠 (花蓮高中A) [8]     林宇祥 詹潘俊德 (花蓮高農A)

[2] [3]

曾穫宣 黃郁善 (四維高中A) [9]      李王崇恕 蘇柏言 (花蓮高工A)

一、二名

[13]

[12]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張台樹 周沐 (花蓮高工A)

高中男子組雙打   7  隊，取  4  名；  13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10] [11]

決賽：取  4  名

A

[5] [6]

B



[1] [3]

[2]         張鈺君 邱佳芸 (宜昌國中A)

謝宜瑄 陳識羽 (花蓮女中A)

陳懷智 沈圓媛 (花蓮女中B)

高中女子組雙打   3   隊，取  1  名；  3場



三、個人賽-國中組

[9]

[1] [2]

楊宗晏 (花崗國中A) [10]

楊富翔 (國風國中A) [11]

[3] [4]

徐胤庭 (鳳林國中A) [12]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6]

[15]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預賽：分組取  2  名

國中男子組單打   8  組，取  4  名；  16場

彭傳楷 (海星中學國中部A) 黃竑叡 (國風國中A)

楊宥任 (花崗國中A)

馮柏恩 (宜昌國中A)

陳庭弘 (宜昌國中B)

[13] [14]

[5] [6]

A

[7] [8]

B



[9]

[1] [2]

陳昊 洪宇忠 (宜昌國中A) [10] 江慶恩 翁林澤 (鳳林國中A)

賴暐翔 陳威 (宜昌國中A)(1) [11]

[3] [4]

陳志軒 鄭又誠 (花崗國中A) [12]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6]

[15]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中男子組雙打   8  組，取  4  名；  16場

徐胤庭 陳承希 (鳳林國中A)

孔令睿 劉宇晏 (國風國中A)

郭承澔 莊凱棣 (花崗國中A) 徐捷儒 吳冠霖 (國風國中A)

[13] [14]

[5] [6]

A

[7] [8]

B



徐子容 (宜昌國中A)

[1] [5]

張家瑄 (國風國中A) [3]

黃郁凌 (國風國中A)

[2] [6]

黃芸 (宜昌國中A) [4] 張芷芸 (慈濟大學附設高中國中部A)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7] [8]

陳亞智 (海星中學國中部A)

國中女子組單打  6  隊，取  4  名；  10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決賽：取  4  名

A

B



張淳皓 (花蓮市A)

[1] [3]

范耕嘉 (吉安鄉A) 林哲毅 (鳳林鎮B)

[4] [5]

胡懷安 (花蓮市A) [2] 鍾博丞 (鳳林鎮A)

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單打   5  人，取  3  名；  10場

[6]                    [9]

[10]

[7] [8]



余冠葳 姚盛文 (吉安鄉A)

[1] [5]

曹博承 徐瑞鴻 (花蓮市C) [3]         邱莛寓 林芃瀚 (花蓮市A)

萬定橙 易宥廷 (花蓮市B)

[2] [6]

朱振杰 楊淀臣 (吉安鄉A)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男子六年級組雙打   6  組，取  4  名；  10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7] [8]

A

B

[4]     張家浩 馮柏予 (花蓮市B)



魏勻揚 (花蓮市A)

[1] [7]

鍾永滐 (吉安鄉A) [4]       朱雲開 (秀林鄉A)

葉澄 (吉安鄉A) [8]         胡和正 (花蓮市B)

[2] [3]

杜宥恩 (秀林鄉A) [9]       王佑廷 (鳳林鎮A)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3]

[12]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單打  7  人，取  4  名；  13場

[10] [11]

預賽：分組取  2  名

A

[5] [6]

B



溫錦權 (鳳林鎮A)

[1] [5]

謝家懷 (吉安鄉A) [3]        趙允衍 (花蓮市B)

劉為樑 (吉安鄉A)

[2] [6]

謝和豫 (鳳林鎮A)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單打  6  人，取  4  名；  10場

預賽：分組取  2  名

[7] [8]

A

B

[4]       許家維 (花蓮市A)



溫直方 李濬廷 (花蓮市B) [3]

[1] [2]

[4]

李名翔 (吉安鄉A)

[1] [3]

吳漢升 (花蓮市A) 鄭至凱 (吉安鄉B)

[4] [5]

范剛維 (花蓮市B) [2]           劉秉恩 (壽豐鄉A)

吳若谷 韋定廷 (花蓮市A) [3]

[1] [2]

鍾竣智 麥宸睿 (吉安鄉B) [4]

國小男子四年級組雙打  4  人，取  2  名；  6場

黃焌祐 鄭永濬 (吉安鄉A)

林子鈞 王宏洋 (吉安鄉B)蔣洪 鄭楷叡 (花蓮市A)

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單打  5  人，取  3  名；  10場

國小男子三年級組雙打  4  組，取  2  名；  6場

陳允樂 林祈恩 (吉安鄉A)

黃振權 吳可期 (花蓮市B)

[5] [6]

[5] [6]

[6]                 [9]

[10] 

[7]                     [8]



預賽：分組取  2  名
潘奕昕 (花蓮市A)

[1] [5]

張亦樂 (壽豐鄉A) [3]            葉沛瑜 (吉安鄉A)

張芷綺 (吉安鄉A)

[2] [6]

胡懷真 (花蓮市B)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單打 6  人，取  4  名；  10場

[7] [8]

A

B

[4]           黃庭恩 (鳳林鎮A)



預賽：分組取  2  名

江巧涵 魏心圓 (花蓮市B)

[1] [5]

陳雨彤 陳子昕 (花蓮市A) [3]      許以非 許筱宓 (花蓮市A)

陳芊嬡 楊承淩 (吉安鄉A)

[2] [6]

溫玥如 溫玥華 (花蓮市B)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0]

[9]

三名

A冠 B亞 A亞 B冠

國小女子六年級組雙打   6  組，取  4  名；  10場

[7] [8]

A

B

[4]       趙允儇 張容嘉 (花蓮市A)



黃述平 (花蓮市A)

[1] [3]

陳家婕 (花蓮市A) [2] 張芊媃 (秀林鄉A)

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單打   3   隊，取  1  名；  3場



王晨珊 (鳳林鎮B)

[1] [9]

王唯如 (吉安鄉B)    [5] 徐若芯 (花蓮市A)

劉佩恩 (秀林鄉B)

[2] [10]

范元瀞 (吉安鄉A) [6] 林臨芸 (花蓮市B)

李詩筠 (秀林鄉B) [7] 李欣晏 (鳳林鎮A)

[3] [4]

陳雅婕 (花蓮市A) [8]      徐晨芸 (花蓮市A)

決賽：取  4  名

一、二名

[16]

[15]

三名

A冠 C冠 B冠 C亞

[13] [14]

預賽：三角形取一名晉級決賽、四角形取兩名晉級決賽

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單打   10   隊，取  4  名；  16場

A

B

[11] [12]

C



110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比賽 

場次時間對照表 

地點：宜昌國中 

1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時間 第一～四場地 

09:00 
小男團體【1】 小男團體【2】 小女團體【1】 國中男團【1】 

09:15 

09:30 
國中男團【2】 高中男單【1】 高中男單【2】 高中男單【3】 

09:45 

10:00 
小男團體【3】 小男團體【4】 小女團體【2】 高中女雙【1】 

10:15 

10:30 
國中男團【3】 

高中男雙【1】 高中男雙【2】 高中男雙【3】 

10:45    

11:00 高中男單【4】 高中男單【5】 高中男單【6】 高中女雙【2】 

11:15 
小男團體【5】 小男團體【6】 小女團體【3】 國中男團【4】 

11:30 

11:45 高中男雙【4】 高中男雙【5】 高中男雙【6】 高中女雙【3】 

12:00 高中男單【7】 高中男單【8】 高中男單【9】  

12:15 
小男團體【7】 小男團體【8】 國中男團【5】 國中男團【6】 

12:30 

12:45 高中男雙【7】 高中男雙【8】 高中男雙【9】  

13:00 高中男單【10】 高中男單【11】   

13:15 
小男團體【9】 國中男團【7】  國中男團【8】 

13:30 

13:45 高中男單【12】 高中男雙【10】 高中男雙【11】  

14:00 
國中男團【9】 國中男團【10】 小男團體【10】 高中男單【13】 

14:15 

14:30 高中男雙【12】  高中男雙【13】  



110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比賽 

場次時間對照表 

                               地點：宜昌國中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四場地 

08:30 小六男單【1】 小六男單【2】 小六女單【1】 小六女單【2】 

08:42 小五男單【1】 小五男單【2】 小五男單【3】 小五女單【1】 

08:54 小六男單【3】 小六男單【4】 小六女單【3】 小六女單【4】 

09:06 小六女雙【1】 小六女雙【2】 小四男單【1】 小四男單【2】 

09:18 小五男單【4】 小五男單【5】 小五男單【6】 小五女單【2】 

09:30 小六男單【5】 小六男單【6】 小六女單【5】 小六女單【6】 

09:42 小四男單【3】 小四男單【4】 小六女雙【3】 小六女雙【4】 

09:54 小五男單【7】 小五男單【8】 小五男單【9】 小五女單【3】 

10:06 小六女單【7】 小六女單【8】 小六男單【7】 小六男單【8】 

10:18 小五男單【10】 小五男單【11】 小四男單【5】 小四男單【6】 

10:30 小六男雙【1】 小六男雙【2】 小六女雙【5】 小六女雙【6】 

10:42 小四女單【1】 小四女單【2】 小四女單【3】 小四女單【4】 

10:54 小四男單【7】 小四男單【8】 小六男單【9】 小六男單【10】 

11:06 小六女單【9】 小五男單【12】 小六女單【10】 小五男單【13】 

11:18 小四女單【5】 小四女單【6】 小六男雙【3】 小六男雙【4】 

11:30 小四男單【9】 國中男單【1】 小四女單【7】 小四女單【8】 

11:45 小六男雙【5】 小六男雙【6】 國中男單【2】 國中男單【3】 

12:00 小三男單【1】 小三男單【2】 小六女雙【7】 小六女雙【8】 

12:12 小四女單【9】 小四女單【10】 小四女單【11】 小四女單【12】 

12:25 國中男單【4】 國中男單【5】 小四男單【10】 小六女雙【9】 

12:40 小三男單【3】 小三男單【4】 小四男雙【1】 小四男雙【2】 

12:55 小六男雙【7】 小六男雙【8】 國中男單【6】 小四女單【13】 

13:10 小三男雙【1】 小三男雙【2】 小四女單【14】 小六女雙【10】 

13:22 小四男雙【3】 小四男雙【4】 小三男單【5】 小三男單【6】 

13:35 國中男雙【1】 國中男雙【2】 小六男雙【9】 小六男雙【10】 

13:50 國中男單【7】 國中男單【8】 小四男雙【5】 小四男雙【6】 

14:05 小四女單【15】 小四女單【16】 國中男單【9】 國中男單【10】 

14:20 小三男雙【3】 小三男雙【4】 國中男雙【3】 國中男雙【4】 

14:35 小三男單【7】 小三男單【8】 國中女單【1】 國中女單【2】 

14:50 國中男雙【5】 國中男雙【6】 國中男單【11】 國中男單【12】 

15:05 小三男雙【5】 小三男雙【6】 國中男雙【7】 國中男雙【8】 



15:20 小三男單【9】 小三男單【10】 國中女單【3】 國中女單【4】 

15:35 國中男雙【9】 國中男雙【10】 國中男雙【11】 國中男雙【12】 

15:50 國中男單【13】 國中男單【14】   

16:05 國中女單【5】 國中女單【6】   

16:20 國中男雙【13】 國中男雙【14】   

16:35 國中男單【15】 國中男單【16】   

16:50 國中女單【7】 國中女單【8】   

17:05 國中男雙【15】 國中男雙【16】   

17:20 國中女單【9】 國中女單【10】   

 



110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比賽 

場次時間對照表 

地點：宜昌國中 

110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 第一～四場地 

09:00 
社高男團【1】 社高男團【2】  社高男團【3】 

09:15 

09:30 
社高女團【1】  社高女團【2】  

09:45 

10:00 
社高男團【4】 社高男團【5】  社高男團【6】 

10:15 

10:30 
社高女團【3】  社高女團【4】  

10:45 

11:00 
社高男團【7】 社高男團【8】  社高男團【9】 

11:15 

11:30 
社高女團【5】  社高女團【6】  

11:45 

12:00 
社高男團【10】 社高男團【11】   

12:15 

12:30 
社高女團【7】  社高女團【8】  

12:45 

13:00 
社高男團【12】 社高男團【13】   

13:15 

13:30 
社高女團【10】  社高女團【9】  

1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