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1 沒乾控肉 高行澐 林益立 1 祥蓮 陳月嘉 林欣潔 1 羽宙人 蔡耀輝 楊硯為 1 玩玩就好 潘嘉均 林姸希

2 沒乾控肉 曾暐哲 溫帛倫 2 張詒婷 陳品穎 2 嘉南木業 紀哲維 許智凱 2 昌龍羽球隊 張瓊華 侯宇芬

3 檸檬PP 楊諾 黃煒傑 3 LQS 王汝珊 胡敬甜 3 羽毛熊 廖文志 簡彬祥 3 白天愛打球 吳梓毓 張碧妃

4 檸檬PP 史經立 謝廷翊 4 LQS 賴怡儒 謝孟欣 4 一匙天空 黃昱程 林胤辤 4 白天愛打球 藍珮珊 林亞葳

5 時來運轉 柯泰全 時軒喆 5 朱韻陵 林怡如 5 誰羽爭峰 詹博凱 孔傑民 5 嘉南木業 李貞儀 邱惠琪

6 謝宗霖 何岳 6 追夢玩家 蔡佳慧 李宛瑜 6 林峯正 郭峻 6 BBG 曾錦儒 王愉婷

7 聽說你有羽球夢 劉愷祐 陳信全 7 20Y 廖苡惠 李玉婷 7 LQS 程昱傑 楊軒齊 7 Fighting 朱雅群 郭祐廷

8 LQS 程英傑 郭柏寬 8 誰羽爭峰 陳安妤 呂菀瑄 8 LQS 蘇彥倫 林坤源 8 李寧台灣羽球世家 王蕾雅 王紫珊

9 LQS 林昱智 王忠鈺 9 基隆港務分公司 李怡萱 莊捷伃 9 聽說你夢碎了 李亦宸 陳俊帆 9 隼羽 鍾玟侑 林秀麗

10 聽說你夢沒了 俞宏霖 楊翼任 10 基隆港務分公司 林立婷 郭思佳 10 新碧 陳軍仰 賴建良 10 誰羽爭峰 林秀美 楊惠絜

11 LQS 劉璟洋 王柏森 11 汪汪隊 汪諭 王于芬 11 新碧 徐碩亨 陳孟緯 11 誰羽爭峰 劉倩綝 王耀譽

12 施工幫 謝昀達 謝東達 12 12 正妹陪打 陳仲豪 林敬堯 12 張貴惇 周淑鈴

13 金番薯 陳逸至 陳逸聖 13 13 正妹陪打 溫宏權 陳昱維 13 LQS 彭意樺 陳臺瑩

14 追夢玩家 陳彥安 黃律翔 14 14 李寧/勝利 陳信宏 李智聖 14 呷飽緊睏 張芯瑜 徐意茹

15 街溜子 李昶陞 陳永山 15 15 賀逗陣 賴振銘 李奕呈 15 最愛媛仔 鄭甯 陳祈安

16 16 16 久奈司羽道館 許宏維 林國立 16 李寧羽道館 林冠芸 陳慧恩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隊名 姓名 姓名

1 玩玩就好 謝文祥 莊俊喬 1 白天愛打球 葉靜怡 杜怡嬅 1 好友隊 呂宏偉 歐宗偉 1 誰羽爭峰 陳孟碧 吳惠齡

2 羽愛聚樂部 倪毓豪 賴振銘 2 訊聯 李卿妃 陳儀娟 2 摩亞 邱傳煙 張啟致 2 好友隊 馬玉珠 易真足

3 LBMT 陳瑋倫 李榮漢 3 誰羽爭峰 劉音秀 劉怡秀 3 羽毛熊 鄭士元 鄭明貴 3 新碧 楊莉莉 簡慧宜

4 檸檬PP 王凱祥 江智豪 4 爛膝蓋 何郁慧 吳宜瑾 4 爛膝蓋 黃光輝 胡寧逸 4 新碧 楊阿蘭 沈阿月

5 檸檬PP 莊明輝 陳宇捷 5 誰羽爭峰 陳碧嬌 陳靜茹 5 龍兄虎弟 闕嘉慶 張何煜 5 僑中 郎偉儀 陳玫如

6 羽毛熊 蔡昇翰 洪清雄 6 球拍舉起來 陳幸慈 李珮玲 6 謝運松 彭炳淵 6 翼升 劉惠玉 林麗雯

7 鐵人兄弟 蔡德祿 陳宗裕 7 呷飽緊睏 王玉瑤 劉芸倫 7 週末隊 蘇怡仁 李璟隴 7 誰羽爭峰 林凱文 張美珠

8 樂羽 陳昱丞 吳俊庚 8 晨光 陳奕琇 邱玉婷 8 摩亞 陳銘忠 王俊寬 8 霹靂雙嬌 蔡儲璘 林維娟

9 爛膝蓋 黎晃銘 廖家得 9 張玉如 謝芷廷 9 游張配 游安吉 張邵卿 9

10 誰羽爭峰 梁至豪 陳錦隆 10 黃淑琪 王筱文 10 校友隊 李崇隆 劉代禎 10

11 誰羽爭峰 陳致霖 廖元齊 11 FUN輕鬆 陳怜佑 宋麗卿 11 成功羽神 廖偉展 陳彥昌 11

12 羽毛熊 施富齡 梁清龍 12 12 音羽 陳亞孚 蔡佳修 12

13 三總-豐技生物 張逢顯 陳森懋 13 13 13

14 新碧 洪凱澤 王圳程 14 14 14

15 誰羽爭峰 唐嘉祥 林函青 15 15 15

16 大龍 吳正毅 陳銘祥 16 16 16

21-29歲組 男雙 21-29歲組 女雙 30-39歲組 男雙 30-39歲組 女雙

40-49歲組 男雙 40-49歲組 女雙 50歲組 男雙 50歲組 女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