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1 8:00 (嘉義市)李婷芳 (苗栗縣)江方瑀 (臺北市)鍾璧如 (新北市)洪承郁

2 8:06 (嘉義市)李淑慧 (苗栗縣)胡佳鳳 (臺北市)蔡依庭 (新北市)吳曉蕙

3 8:12 (嘉義市)張琬聆 (苗栗縣)楊舒晴 (臺北市)李泇霈 (新北市)謝菁惠

4 8:18 (嘉義市)陳佳琳 (苗栗縣)謝秉諺 (臺北市)李依婷 (新北市)莊明秀

5 8:24 (嘉義市)林茵綺 (苗栗縣)余旻竺 (臺北市)陳姵蓁 (新北市)蘇秀娟

6 8:30 (嘉義市)邱靖詒 (苗栗縣)余可萱 (臺北市)王美琳 (新北市)沈王美華

7 8:36 (臺南市)胡逸軒 (雲林縣)林玉雯 (新竹市)李素珍 (屏東縣)陳荷璇

8 8:42 (臺南市)江林桂花 (雲林縣)吳盈蓁 (新竹市)林君佩 (屏東縣)鄒幸宜

9 8:48 (臺南市)謝趙月霞 (雲林縣)甘智誼 (新竹市)邱素卿 (屏東縣)賴詩亞

10 8:54 (臺南市)李婧瑜 (雲林縣)吳家慧 (新竹市)余素守 (屏東縣)盧亭羽

11 9:00 (臺南市)陳又歆 (雲林縣)簡于瑄 (新竹市)龍春桂 (屏東縣)賴宥心

12 9:06 (臺南市)王素珍 (雲林縣)劉凱棋 (新竹市)廖惠薌 (屏東縣)楊紫涵

13 9:12 (彰化縣)陳邱月清 (臺東縣)蔡秀嫚 (臺中市)陳偉婷 (桃園市)莊媁如

14 9:18 (彰化縣)楊王富美 (臺東縣)魏吳碧珠 (臺中市)陳立璉 (桃園市)吳黃玉鏡

15 9:24 (彰化縣)胡許橇開 (臺東縣)卓林秀春 (臺中市)李卉芯 (桃園市)鍾明珊

16 9:30 (彰化縣)林謝莞 (臺東縣)黃素真 (臺中市)楊容蓁 (桃園市)梁靜雯

17 9:36 (彰化縣)劉陳綾憑 (臺東縣)陳玉如 (臺中市)纪宇倩 (桃園市)張棻映

18 9:42 (彰化縣)陳品亘 (臺東縣)蘇麗真 (臺中市)王淑蓉 (桃園市)徐庚妹

19 9:48 (南投縣)陳程紅珠 (花蓮縣)范秋卉 (高雄市)毛碧芳 (金門縣)柯玉貞

20 9:54 (南投縣)涂妙淑 (花蓮縣)林阿雲 (高雄市)翁范姜蘭英 (金門縣)陳凱妮

21 10:00 (南投縣)黃秀美 (花蓮縣)陳海齡 (高雄市)李 錦 (金門縣)呂曉媛

22 10:06 (南投縣)葉彩開 (花蓮縣)林滿貞 (高雄市)趙劉平 (金門縣)楊又瑄

23 10:12 (南投縣)邱吳秋雲 (花蓮縣)吳寶秀 (高雄市)黃衣均 (金門縣)陳盈萍

24 10:18 ※(臺北市)徐鳳琴 (花蓮縣)黃琇瑩 (高雄市)張李垂 ※(屏東縣)黃瓊珠

25 10:24 ※(臺北市)林呂留瓊 ※(苗栗縣)劉瑋婷 ※(嘉義縣)劉沛綺 ※(屏東縣)簡徐玉里

26 10:30 ※(新北市)莊春鳳 ※(苗栗縣)謝孟萍 ※(嘉義市)張惠雀 ※(臺東縣)武慧鈴

27 10:36 ※(新北市)蘇王琴 ※(臺中市)陳淑莉 ※(嘉義市)蘇蔡珠 ※(花蓮縣)許素真

28 10:42 ※(桃園市)范姜玉萍 ※(臺中市)張安蕎 ※(臺南市)莊佳蓉 ※(花蓮縣)蘇莉榛

29 10:48 ※(桃園市)李文蕙 ※(彰化縣)許吳秋香 ※(臺南市)黃素珍 ※(澎湖縣)曾靖貽

30 10:54 ※(新竹縣)鍾慧婷 ※(彰化縣)蘇品潔 ※(高雄市)李佳虹

31 11:00 ※(新竹縣)劉燕秋 ※(雲林縣)黃昱恩 ※(高雄市)劉蕭玉霞

32 11:06 ※(新竹市)蕭文粉 ※(雲林縣)林佳穎 ※(澎湖縣)張筱蘭

中華民國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桿數賽女子組-第一輪

9月18日賽程表

※為個人組選手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33 11:20 第1場次 金門縣 江俊德 對抗 嘉義市 黃章順

34 11:25 第2場次 臺北市 溫中維 對抗 臺南市 葉明竹

35 11:30 第3場次 雲林縣 蘇泓憲 對抗 南投縣 莊嘉宏

36 11:35 第4場次 雲林縣 李柏寰 對抗 澎湖縣 廖信傑

37 11:40 第5場次 高雄市 柯俊宇 對抗 花蓮縣 官耀燊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38 11:45 (臺北市)洪瑜鎂/倪玉珊 (彰化縣)楊李玉雲/林淑女 (屏東縣)潘月娥/周陳缾

39 11:51 (新北市)程湘婷/蕭文君 (彰化縣)楊黃美/蔡翠雲 (屏東縣)利宜芹/孫翊榛

40 11:57 (新北市)林淑燕/陳蘭清 (雲林縣)何宣宣/吳佳瓴 (臺東縣)鄭晏廷/劉于禎

41 12:03 (桃園市)呂怡宣/呂岑安 (雲林縣)熊怡惠/吳佩蓉 (臺東縣)田宸瑜/李昱臻

42 12:09 (桃園市)鄭慧清/葉佳諺 (嘉義市)蔡濰憶/詹小函 (花蓮縣)魏秀鳳/李阿美

43 12:15 (新竹市)王孫雪娥/鄭麗華 (嘉義市)吳怡臻/游念亭 (花蓮縣)吳鳳英/賴阿珠

44 12:21 (苗栗縣)蘇雅惠/許芳蓉 (臺南市)蔡寶珠/邱春蕊 (澎湖縣)蔡鈴麟/洪郁淳

45 12:27 (苗栗縣)江佳玲/林婉宣 (臺南市)洪陳麗雲/黃玉花 (金門縣)蘇宥璇/李素滿

46 12:33 (臺中市)蔡彤予/詹巧筠 (高雄市)楊百合/楊 格

47 12:39 (臺中市)紀佳葳/纪富璇 (連江縣)周子筠/陳昕妤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48 12:45 (臺北市)古立緯/夏塋婷 (臺中市)王茂霖/曾卉欣 (臺南市)林金旦/張秀琴

49 12:51 (臺北市)王泓竣/葉珈妤 (彰化縣)方添登/宋淑子 (高雄市)丁樹吉/侯素勤

50 12:57 (新北市)呂政宏/呂林淑娟 (彰化縣)賴建銘/蕭雅竹 (高雄市)吳文彥/吳凌秋金

51 13:03 (新北市)曾華南/蔡瑞花 (南投縣)羅子期/林美苳 (屏東縣)陳勢俊/陳素華

52 13:09 (桃園市)鄒欣衡/陳秀蕙 (南投縣)陳協鴻/易品均 (屏東縣)陳信宗/許寶云

53 13:15 (桃園市)盧志明/呂靜庭 (雲林縣)林汶峰/吳玉惠 (臺東縣)郭金峰/敖春美

54 13:21 (新竹市)胡煥明/黃美華 (雲林縣)張世杰/林佳瑩 (臺東縣)陳耀祿/李麗華

55 13:27 (新竹市)曾伯瑋/郭秀琴 (嘉義縣)廖家誠/顏巧葳 (花蓮縣)林啟川/李芬芳

56 13:33 (苗栗縣)林宏蔚/賴俞茹 (嘉義市)王慶宗/洪梅惠 (花蓮縣)陳振光/賈陳桂香

57 13:39 (苗栗縣)范文薰/范育瑄 (嘉義市)劉榮一/劉陳鳳子 (金門縣)張家豪/陳貞慧

58 13:45 (臺中市)陳新枝/籃美麗 (臺南市)林生進/林施銹桂 (金門縣)古文秀/鄭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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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59 13:51 (臺北市)林承泰/范弘昌 (彰化縣)劉顯誠/林揚諺 (屏東縣)林信成/夏智玄

60 13:57 (臺北市)郭書銘/王澤豫 (彰化縣)楊哲宏/蘇振村 (屏東縣)簡琮洺/曾淞鈾

61 14:03 (新北市)謝旭傑/蔡明德 (南投縣)邱垂源/李全成 (金門縣)蕭家宏/李國良

62 14:09 (新北市)李春吉/蔡金發 (南投縣)曾清峰/林村祥 (金門縣)何聰賢/陳益富

63 14:15 (桃園市)沈財旺/王泳鈞 (雲林縣)莊吉峯/陳有朋 (臺東縣)陳和欽/石宗建

64 14:21 (桃園市)劉沛勳/周士峻 (雲林縣)何育豪/張閔翔 (臺東縣)李永福/卓文賢

65 14:27 (新竹市)丘元明/郭明賢 (嘉義市)林良煌/葉峰利 (連江縣)姜祖揚/陳冠霆

66 14:33 (新竹市)黃啟翔/曾林寬 (嘉義市)呂再興/蔡宗霖 (連江縣)周智誠/陳宥安

67 14:39 (苗栗縣)樊道紘/魏文良 (臺南市) 陳堉棋/林春男 (花蓮縣)林仁吾/陳枝發

68 14:45 (苗栗縣)方皓維/謝漢基 (臺南市) 吳阿胸/陳金財 (花蓮縣)李文煥/陳賜福

69 14:51 (臺中市)廖振楷/蔡東霖 (高雄市)周霖侑/林芯群 (澎湖縣)陳建隆/陳英傑

70 14:57 (臺中市)紀佑展/何宗祐 (高雄市)吳煜鼎/陳偉鈞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71 15:20 第1場次 雲林縣 陳致汎 對抗 嘉義縣 黃碧芬

72 15:25 第2場次 澎湖縣 李柔嫻 對抗 嘉義市 顏婕伃

73 15:30 第3場次 桃園市 鈄淑芳 對抗 新北市 吳黃秀治

74 15:35 第4場次 高雄市 鄭惠穎 對抗 花蓮縣 林阿菊

75 15:40 第5場次 臺北市 沈舒禎 對抗 苗栗縣 徐筱婷

76 15:45 第6場次 臺南市 黃蘭芝 對抗 南投縣 黃雅杏

77 15:50 第7場次 臺中市 林晴翌 對抗 新竹市 張麗娟

78 15:55 第8場次 金門縣 彭映綺 對抗 屏東縣 陳莞憶

79 16:00 第9場次 苗栗縣 劉怡君 對抗 高雄市 黃王美雲

80 16:05 第10場次 新北市 鄭湘華 對抗 澎湖縣 蘇廷瑄

81 16:10 第11場次 雲林縣 羅悅瑜 對抗 連江縣 吳芷涵

82 16:15 第12場次 嘉義縣 鍾宜廷 對抗 嘉義市 王薰葳

83 16:20 第13場次 臺北市 簡嫚均 對抗 桃園市 阮慧娟

84 16:25 第14場次 臺南市 謝宜庭 對抗 屏東縣 林郁琪

85 16:30 第15場次 南投縣 易俞均 對抗 金門縣 藍金香

86 16:35 第16場次 花蓮縣 邱美玉 對抗 臺中市 李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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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 8:00 第6場次 苗栗縣 羅健中 對抗 (1)勝

2 8:05 第7場次 臺東縣 黃邦士 對抗 屏東縣 蔡益良

3 8:10 第8場次 桃園市 游淯禎 對抗 澎湖縣 呂清文

4 8:15 第9場次 臺中市 王俊泰 對抗 新竹市 林友忠

5 8:20 第10場次 新北市 林士凱 對抗 (2)勝

6 8:25 第11場次 嘉義縣 劉任凱 對抗 高雄市 陳義雄

7 8:30 第12場次 連江縣 楊建民 對抗 花蓮縣 古昇立

8 8:35 第13場次 (3)勝 對抗 彰化縣 廖振良

9 8:40 第14場次 金門縣  羅    傑 對抗 (4)勝

10 8:45 第15場次 新北市 林星佑 對抗 苗栗縣 劉邦榆

11 8:50 第16場次 臺東縣 鍾慶祿 對抗 臺中市 許祐誠

12 8:55 第17場次 臺北市 李國毅 對抗 桃園市 張雄彰

13 9:00 第18場次 屏東縣 龔柏鈞 對抗 嘉義市 蕭宏達

14 9:05 第19場次 南投縣 鄭同武 對抗 新竹市 顏志翰

15 9:10 第20場次 彰化縣 許登雄 對抗 嘉義縣 蘇皇助

16 9:15 第21場次 (5)勝 對抗 臺南市 魏秋信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17 9:20 (屏東縣)鄭宇洋 (苗栗縣)何勝輝 (臺北市)吳承翰 (臺南市)吳榮塭

18 9:26 (屏東縣)賴政仁 (苗栗縣)林達祥 (臺北市)蔡承祐 (臺南市)李哲勛

19 9:32 (屏東縣)賴寬育 (苗栗縣)藍俊傑 (臺北市)洪士傑 (臺南市)顏伯竣

20 9:38 (屏東縣)楊翰承 (苗栗縣)羅聖傑 (臺北市)吳翼丞 (臺南市)董威庭

21 9:44 (屏東縣)陳亮宇 (苗栗縣)張永長 (臺北市)洪銘澤 (臺南市)廖志忠

22 9:50 (屏東縣)林彥宇 (苗栗縣)劉洪瑞 (臺北市)曹萬佳 (臺南市)李彥廷

23 9:56 (新北市)蔡旻勳 (雲林縣)高瑞駿 (彰化縣)許達榮 (新竹市)黃明定

24 10:02 (新北市)林子慶 (雲林縣)張介皇 (彰化縣)林學發 (新竹市)林文輝

25 10:08 (新北市)侯奕丞 (雲林縣)林本源 (彰化縣)吳晟瑋 (新竹市)洪嘉澤

26 10:14 (新北市)王萬鎰 (雲林縣)蔡孟宏 (彰化縣)王宏達 (新竹市)何鎮宇

27 10:20 (新北市)翁立恆 (雲林縣)饒書享 (彰化縣)林明賢 (新竹市)林祐賢

28 10:26 (新北市)陳長陞 (雲林縣)劉訓丞 (彰化縣)陳憲緯 (新竹市)歐炬芫

29 10:32 (嘉義市)陳一龍 (臺中市)徐錦源 (臺東縣)陳誌甫 (花蓮縣)游習文

中華民國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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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30 10:38 (嘉義市)林坤義 (臺中市)許瑞乾 (臺東縣)溫武勇 (花蓮縣)徐財麟

31 10:44 (嘉義市)李清草 (臺中市)吳庭茂 (臺東縣)張家維 (花蓮縣)王啟明

32 10:50 (嘉義市)蘇來旺 (臺中市)詹杰翰 (臺東縣)張誌賢 (花蓮縣)張金田

33 10:56 (嘉義市)吳邁嵩 (臺中市)陳立祐 (臺東縣)吳振貴 (花蓮縣)林順興

34 11:02 (嘉義市)孫昭合 (臺中市)黃緯彬 (臺東縣)薛明水 (花蓮縣)劉靜淵

35 11:08 (金門縣)古棓羽 (桃園市)李祥增 (高雄市)孫三弘 (南投縣)林添義

36 11:14 (金門縣)梁章發 (桃園市)黃彥和 (高雄市)謝源宗 (南投縣)林慶桐

37 11:20 (金門縣)王文進 (桃園市)黃志豪 (高雄市)劉明來 (南投縣)陳憲輝

38 11:26 (金門縣)王榮山 (桃園市)鍾雨昕 (高雄市)黃致維 (南投縣)黃國棟

39 11:32 (金門縣)徐國揚 (桃園市)戴治庭 (高雄市)黃士軒 (南投縣)吳萬全

40 11:38 (金門縣)周偉義 (桃園市)吳正成 (高雄市)石泰郎 (南投縣)林舜諒

41 11:44 ※(臺北市)劉振堂 ※(高雄市)吳永祥 ※(雲林縣)陳韋佑 ※(屏東縣)楊明利

42 11:50 ※(臺北市)葉祐銘 ※(新竹縣)詹益彬 ※(雲林縣)周明賢 ※(臺東縣)蔡平南

43 11:56 ※(新北市)林順清 ※(苗栗縣)胡俊德 ※(嘉義縣)夏海濤 ※(臺東縣)賴弘儒

44 12:02 ※(新北市陳文雄 ※(苗栗縣)劉彥谷 ※(嘉義市)陳錦堂 ※(花蓮縣)吳義孝

45 12:08 ※(桃園市)姜義芳 ※(臺中市)葉錦睿 ※(嘉義市)詹春啟 ※(花蓮縣)林弘壽

46 12:14 ※(桃園市)葉弘喆 ※(臺中市)紀証榕 ※(臺南市)王俊淇 ※(澎湖縣)郭建榮

47 12:20 ※(新竹市)黃明良 ※(彰化縣)顏健明 ※(臺南市)李松進 ※(澎湖縣)吳勇瀚

48 12:26 ※(新竹市)陳駿逸 ※(彰化縣)胡正吉 ※(新竹縣)范秉海 ※(南投縣)施格概

49 12:32 ※(新竹縣)陳聖源 ※(南投縣)施四泉 ※(高雄市)陳武男 ※(屏東縣)陳敬中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50 12:44 (臺北市)洪瑜鎂/倪玉珊 (彰化縣)楊李玉雲/林淑女 (屏東縣)潘月娥/周陳缾

51 12:50 (新北市)程湘婷/蕭文君 (彰化縣)楊黃美/蔡翠雲 (屏東縣)利宜芹/孫翊榛

52 12:56 (新北市)林淑燕/陳蘭清 (雲林縣)何宣宣/吳佳瓴 (臺東縣)鄭晏廷/劉于禎

53 13:02 (桃園市)呂怡宣/呂岑安 (雲林縣)熊怡惠/吳佩蓉 (臺東縣)田宸瑜/李昱臻

54 13:08 (桃園市)鄭慧清/葉佳諺 (嘉義市)蔡濰憶/詹小函 (花蓮縣)魏秀鳳/李阿美

55 13:14 (新竹市)王孫雪娥/鄭麗華 (嘉義市)吳怡臻/游念亭 (花蓮縣)吳鳳英/賴阿珠

56 13:20 (苗栗縣)蘇雅惠/許芳蓉 (臺南市)蔡寶珠/邱春蕊 (澎湖縣)蔡鈴麟/洪郁淳

57 13:26 (苗栗縣)江佳玲/林婉宣 (臺南市)洪陳麗雲/黃玉花 (金門縣)蘇宥璇/李素滿

58 13:32 (臺中市)蔡彤予/詹巧筠 (高雄市)楊百合/楊 格

59 13:38 (臺中市)紀佳葳/纪富璇 (連江縣)周子筠/陳昕妤

桿數賽女子雙人組-第二輪

※為個人組選手

9月19日 賽程表

桿數賽男子組-第一輪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60 13:44 (臺北市)古立緯/夏塋婷 (臺中市)王茂霖/曾卉欣 (臺南市)林金旦/張秀琴

61 13:50 (臺北市)王泓竣/葉珈妤 (彰化縣)方添登/宋淑子 (高雄市)丁樹吉/侯素勤

62 13:56 (新北市)呂政宏/呂林淑娟 (彰化縣)賴建銘/蕭雅竹 (高雄市)吳文彥/吳凌秋金

63 14:02 (新北市)曾華南/蔡瑞花 (南投縣)羅子期/林美苳 (屏東縣)陳勢俊/陳素華

64 14:08 (桃園市)鄒欣衡/陳秀蕙 (南投縣)陳協鴻/易品均 (屏東縣)陳信宗/許寶云

65 14:14 (桃園市)盧志明/呂靜庭 (雲林縣)林汶峰/吳玉惠 (臺東縣)郭金峰/敖春美

66 14:20 (新竹市)胡煥明/黃美華 (雲林縣)張世杰/林佳瑩 (臺東縣)陳耀祿/李麗華

67 14:26 (新竹市)曾伯瑋/郭秀琴 (嘉義縣)廖家誠/顏巧葳 (花蓮縣)林啟川/李芬芳

68 14:32 (苗栗縣)林宏蔚/賴俞茹 (嘉義市)王慶宗/洪梅惠 (花蓮縣)陳振光/賈陳桂香

69 14:38 (苗栗縣)范文薰/范育瑄 (嘉義市)劉榮一/劉陳鳳子 (金門縣)張家豪/陳貞慧

70 14:44 (臺中市)陳新枝/籃美麗 (臺南市)林生進/林施銹桂 (金門縣)古文秀/鄭郁香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71 14:50 (臺北市)林承泰/范弘昌 (彰化縣)劉顯誠/林揚諺 (屏東縣)林信成/夏智玄

72 14:56 (臺北市)郭書銘/王澤豫 (彰化縣)楊哲宏/蘇振村 (屏東縣)簡琮洺/曾淞鈾

73 15:02 (新北市)謝旭傑/蔡明德 (南投縣)邱垂源/李全成 (金門縣)蕭家宏/李國良

74 15:08 (新北市)李春吉/蔡金發 (南投縣)曾清峰/林村祥 (金門縣)何聰賢/陳益富

75 15:14 (桃園市)沈財旺/王泳鈞 (雲林縣)莊吉峯/陳有朋 (臺東縣)陳和欽/石宗建

76 15:20 (桃園市)劉沛勳/周士峻 (雲林縣)何育豪/張閔翔 (臺東縣)李永福/卓文賢

77 15:26 (新竹市)丘元明/郭明賢 (嘉義市)林良煌/葉峰利 (連江縣)姜祖揚/陳冠霆

78 15:32 (新竹市)黃啟翔/曾林寬 (嘉義市)呂再興/蔡宗霖 (連江縣)周智誠/陳宥安

79 15:38 (苗栗縣)樊道紘/魏文良 (臺南市) 陳堉棋/林春男 (花蓮縣)林仁吾/陳枝發

80 15:44 (苗栗縣)方皓維/謝漢基 (臺南市) 吳阿胸/陳金財 (花蓮縣)李文煥/陳賜福

81 15:50 (臺中市)廖振楷/蔡東霖 (高雄市)周霖侑/林芯群 (澎湖縣)陳建隆/陳英傑

82 15:56 (臺中市)紀佑展/何宗祐 (高雄市)吳煜鼎/陳偉鈞

9月19日 賽程表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第二輪

桿數賽男子雙人組-第二輪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 08:00 第22場次 (6)勝 對抗 (7)勝

2 08:05 第23場次 (8)勝 對抗 (9)勝

3 08:10 第24場次 (10)勝 對抗 (11)勝

4 08:15 第25場次 (12)勝 對抗 (13)勝

5 08:20 第26場次 (14)勝 對抗 (15)勝

6 08:25 第27場次 (16)勝 對抗 (17)勝

7 08:30 第28場次 (18)勝 對抗 (19)勝

8 08:35 第29場次 (20)勝 對抗 (21)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9 08:40 第17場次 (1)勝 對抗 (2)勝

10 08:45 第18場次 (3)勝 對抗 (4)勝

11 08:50 第19場次 (5)勝 對抗 (6)勝

12 08:55 第20場次 (7)勝 對抗 (8)勝

13 09:00 第21場次 (9)勝 對抗 (10)勝

14 09:05 第22場次 (11)勝 對抗 (12)勝

15 09:10 第23場次 (13)勝 對抗 (14)勝

16 09:15 第24場次 (15)勝 對抗 (16)勝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17 9:20 (屏東縣)鄭宇洋 (苗栗縣)何勝輝 (臺北市)吳承翰 (臺南市)吳榮塭

18 9:26 (屏東縣)賴政仁 (苗栗縣)林達祥 (臺北市)蔡承祐 (臺南市)李哲勛

19 9:32 (屏東縣)賴寬育 (苗栗縣)藍俊傑 (臺北市)洪士傑 (臺南市)顏伯竣

20 9:38 (屏東縣)楊翰承 (苗栗縣)羅聖傑 (臺北市)吳翼丞 (臺南市)董威庭

21 9:44 (屏東縣)陳亮宇 (苗栗縣)張永長 (臺北市)洪銘澤 (臺南市)廖志忠

22 9:50 (屏東縣)林彥宇 (苗栗縣)劉洪瑞 (臺北市)曹萬佳 (臺南市)李彥廷

23 9:56 (新北市)蔡旻勳 (雲林縣)高瑞駿 (彰化縣)許達榮 (新竹市)黃明定

24 10:02 (新北市)林子慶 (雲林縣)張介皇 (彰化縣)林學發 (新竹市)林文輝

25 10:08 (新北市)侯奕丞 (雲林縣)林本源 (彰化縣)吳晟瑋 (新竹市)洪嘉澤

26 10:14 (新北市)王萬鎰 (雲林縣)蔡孟宏 (彰化縣)王宏達 (新竹市)何鎮宇

27 10:20 (新北市)翁立恆 (雲林縣)饒書享 (彰化縣)林明賢 (新竹市)林祐賢

中華民國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桿數賽男子組-第二輪

9月20日 賽程表

球道賽女子組 第二輪

球道賽男子組 第三輪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28 10:26 (新北市)陳長陞 (雲林縣)劉訓丞 (彰化縣)陳憲緯 (新竹市)歐炬芫

29 10:32 (嘉義市)陳一龍 (臺中市)徐錦源 (臺東縣)陳誌甫 (花蓮縣)游習文

30 10:38 (嘉義市)林坤義 (臺中市)許瑞乾 (臺東縣)溫武勇 (花蓮縣)徐財麟

31 10:44 (嘉義市)李清草 (臺中市)吳庭茂 (臺東縣)張家維 (花蓮縣)王啟明

32 10:50 (嘉義市)蘇來旺 (臺中市)詹杰翰 (臺東縣)張誌賢 (花蓮縣)張金田

33 10:56 (嘉義市)吳邁嵩 (臺中市)陳立祐 (臺東縣)吳振貴 (花蓮縣)林順興

34 11:02 (嘉義市)孫昭合 (臺中市)黃緯彬 (臺東縣)薛明水 (花蓮縣)劉靜淵

35 11:08 (金門縣)古棓羽 (桃園市)李祥增 (高雄市)孫三弘 (南投縣)林添義

36 11:14 (金門縣)梁章發 (桃園市)黃彥和 (高雄市)謝源宗 (南投縣)林慶桐

37 11:20 (金門縣)王文進 (桃園市)黃志豪 (高雄市)劉明來 (南投縣)陳憲輝

38 11:26 (金門縣)王榮山 (桃園市)鍾雨昕 (高雄市)黃致維 (南投縣)黃國棟

39 11:32 (金門縣)徐國揚 (桃園市)戴治庭 (高雄市)黃士軒 (南投縣)吳萬全

40 11:38 (金門縣)周偉義 (桃園市)吳正成 (高雄市)石泰郎 (南投縣)林舜諒

41 11:44 ※(臺北市)劉振堂 ※(高雄市)吳永祥 ※(雲林縣)陳韋佑 ※(屏東縣)楊明利

42 11:50 ※(臺北市)葉祐銘 ※(新竹縣)詹益彬 ※(雲林縣)周明賢 ※(臺東縣)蔡平南

43 11:56 ※(新北市)林順清 ※(苗栗縣)胡俊德 ※(嘉義縣)夏海濤 ※(臺東縣)賴弘儒

44 12:02 ※(新北市陳文雄 ※(苗栗縣)劉彥谷 ※(嘉義市)陳錦堂 ※(花蓮縣)吳義孝

45 12:08 ※(桃園市)姜義芳 ※(臺中市)葉錦睿 ※(嘉義市)詹春啟 ※(花蓮縣)林弘壽

46 12:14 ※(桃園市)葉弘喆 ※(臺中市)紀証榕 ※(臺南市)王俊淇 ※(澎湖縣)郭建榮

47 12:20 ※(新竹市)黃明良 ※(彰化縣)顏健明 ※(臺南市)李松進 ※(澎湖縣)吳勇瀚

48 12:26 ※(新竹市)陳駿逸 ※(彰化縣)胡正吉 ※(新竹縣)范秉海 ※(南投縣)施格概

49 12:32 ※(新竹縣)陳聖源 ※(南投縣)施四泉 ※(高雄市)陳武男 ※(屏東縣)陳敬中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50 12:44 (嘉義市)李婷芳 (苗栗縣)江方瑀 (臺北市)鍾璧如 (新北市)洪承郁

51 12:50 (嘉義市)李淑慧 (苗栗縣)胡佳鳳 (臺北市)蔡依庭 (新北市)吳曉蕙

52 12:56 (嘉義市)張琬聆 (苗栗縣)楊舒晴 (臺北市)李泇霈 (新北市)謝菁惠

53 13:02 (嘉義市)陳佳琳 (苗栗縣)謝秉諺 (臺北市)李依婷 (新北市)莊明秀

54 13:08 (嘉義市)林茵綺 (苗栗縣)余旻竺 (臺北市)陳姵蓁 (新北市)蘇秀娟

55 13:14 (嘉義市)邱靖詒 (苗栗縣)余可萱 (臺北市)王美琳 (新北市)沈王美華

56 13:20 (臺南市)胡逸軒 (雲林縣)林玉雯 (新竹市)李素珍 (屏東縣)陳荷璇

桿數賽女子組-第二輪

※為個人組選手

9月20日 賽程表

桿數賽男子組-第二輪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球員四

57 13:26 (臺南市)江林桂花 (雲林縣)吳盈蓁 (新竹市)林君佩 (屏東縣)鄒幸宜

58 13:32 (臺南市)謝趙月霞 (雲林縣)甘智誼 (新竹市)邱素卿 (屏東縣)賴詩亞

59 13:38 (臺南市)李婧瑜 (雲林縣)吳家慧 (新竹市)余素守 (屏東縣)盧亭羽

60 13:44 (臺南市)陳又歆 (雲林縣)簡于瑄 (新竹市)龍春桂 (屏東縣)賴宥心

61 13:50 (臺南市)王素珍 (雲林縣)劉凱棋 (新竹市)廖惠薌 (屏東縣)楊紫涵

62 13:56 (彰化縣)陳邱月清 (臺東縣)蔡秀嫚 (臺中市)陳偉婷 (桃園市)莊媁如

63 14:02 (彰化縣)楊王富美 (臺東縣)魏吳碧珠 (臺中市)陳立璉 (桃園市)吳黃玉鏡

64 14:08 (彰化縣)胡許橇開 (臺東縣)卓林秀春 (臺中市)李卉芯 (桃園市)鍾明珊

65 14:14 (彰化縣)林謝莞 (臺東縣)黃素真 (臺中市)楊容蓁 (桃園市)梁靜雯

66 14:20 (彰化縣)劉陳綾憑 (臺東縣)陳玉如 (臺中市)纪宇倩 (桃園市)張棻映

67 14:26 (彰化縣)陳品亘 (臺東縣)蘇麗真 (臺中市)王淑蓉 (桃園市)徐庚妹

68 14:32 (南投縣)陳程紅珠 (花蓮縣)范秋卉 (高雄市)毛碧芳 (金門縣)柯玉貞

69 14:38 (南投縣)涂妙淑 (花蓮縣)林阿雲 (高雄市)翁范姜蘭英 (金門縣)陳凱妮

70 14:44 (南投縣)黃秀美 (花蓮縣)陳海齡 (高雄市)李 錦 (金門縣)呂曉媛

71 14:50 (南投縣)葉彩開 (花蓮縣)林滿貞 (高雄市)趙劉平 (金門縣)楊又瑄

72 14:56 (南投縣)邱吳秋雲 (花蓮縣)吳寶秀 (高雄市)黃衣均 (金門縣)陳盈萍

73 15:02 ※(臺北市)徐鳳琴 (花蓮縣)黃琇瑩 (高雄市)張李垂 ※(屏東縣)黃瓊珠

74 15:08 ※(臺北市)林呂留瓊 ※(苗栗縣)劉瑋婷 ※(嘉義縣)劉沛綺 ※(屏東縣)簡徐玉里

75 15:14 ※(新北市)莊春鳳 ※(苗栗縣)謝孟萍 ※(嘉義市)張惠雀 ※(臺東縣)武慧鈴

76 15:20 ※(新北市)蘇王琴 ※(臺中市)陳淑莉 ※(嘉義市)蘇蔡珠 ※(花蓮縣)許素真

77 15:26 ※(桃園市)范姜玉萍 ※(臺中市)張安蕎 ※(臺南市)莊佳蓉 ※(花蓮縣)蘇莉榛

78 15:32 ※(桃園市)李文蕙 ※(彰化縣)許吳秋香 ※(臺南市)黃素珍 ※(澎湖縣)曾靖貽

79 15:38 ※(新竹縣)鍾慧婷 ※(彰化縣)蘇品潔 ※(高雄市)李佳虹

80 15:44 ※(新竹縣)劉燕秋 ※(雲林縣)黃昱恩 ※(高雄市)劉蕭玉霞

81 15:50 ※(新竹市)蕭文粉 ※(雲林縣)林佳穎 ※(澎湖縣)張筱蘭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82 16:10 第30場次 (22)勝 對抗 (23)勝

83 16:15 第31場次 (24)勝 對抗 (25)勝

84 16:20 第32場次 (26)勝 對抗 (27)勝

85 16:25 第33場次 (28)勝 對抗 (29)勝

球道賽男子組 第四輪

※為個人組選手

桿數賽女子組-第二輪

9月20日 賽程表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86 16:30 第25場 (17)勝 對抗 (18)勝

87 16:35 第26場 (19)勝 對抗 (20)勝

88 16:40 第27場 (21)勝 對抗 (22)勝

89 16:45 第28場 (23)勝 對抗 (24)勝

球道賽女子組 第三輪

9月20日 賽程表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 8:30 第34場 (30)敗 對抗 (31)敗

2 8:35 第35場 (32)敗 對抗 (33)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3 8:40 第36場 (30)勝 對抗 (31)勝

4 8:45 第37場 (32)勝 對抗 (33)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5 8:50 第29場次 (25)敗 對抗 (26)敗

6 8:55 第30場次 (27)敗 對抗 (28)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7 9:00 第31場次 (25)勝 對抗 (26)勝

8 9:05 第32場次 (27)勝 對抗 (28)勝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9 09:30 預賽第12名 預賽第11名 預賽第10名

10 09:36 預賽第9名 預賽第8名 預賽第7名

11 09:42 預賽第6名 預賽第5名 預賽第4名

12 09:48 預賽第3名 預賽第2名 預賽第1名

場次 時間 球員一 球員二 球員三

13 09:54 預賽第12名 預賽第11名 預賽第10名

14 10:00 預賽第9名 預賽第8名 預賽第7名

15 10:06 預賽第6名 預賽第5名 預賽第4名

16 10:12 預賽第3名 預賽第2名 預賽第1名

桿數賽男子組-決賽

桿數賽女子組-決賽

球道賽女子組 四強賽

球道賽男子組 四強賽

球道賽女子組 第四輪

中華民國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競賽項目

9月21日賽程表

球道賽男子組第五輪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8 10:30 第38場次 (34)勝 對抗 (35)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7 10:35 第33場次 (29)勝 對抗 (30)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20 10:40 第39場次 (36)敗 對抗 (37)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19 10:45 第34場次 (31)敗 對抗 (32)敗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22 10:50 第40場次 (36)勝 對抗 (37)勝

場次 時間 球道賽場次 球員一 對抗 球員二

21 10:55 第35場次 (31)勝 對抗 (32)勝

球道賽女子組 五、六名戰

球道賽女子組 季軍戰

球道賽女子組 冠、亞軍戰

球道賽男子組 冠、亞軍戰

球道賽男子組 季軍戰

球道賽男子組 五、六名戰

9月21日賽程表



9/19 (23)9/21 9/219/20
嘉義縣黃碧芬

9/18 9/18 9/18 9/18
9/21 10:55

9/19
冠軍戰09:00 (32)09:059/20 9/20 (22) 9/2016:30 16:35 16:40 16:459/18 9/18(2) 9:008:40 9/189/19 9/19 9/19 9/19 9/19 9/19(11)9/18 9/18
9/21 10:35五、六名(33)9/21

(1) (10)
9/218:50 8:55(29) (30)

30(9) (12)
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項目-球道賽 女子個人組(32籤)

(25) (26) (27) (28)(31) 季軍戰(35)(34)9/21 10:45
15:20 15;25 15:30 15:35 15:4025 8 51 26627 15 216:2523 3124 12 4 1928 16:3029 313 18雲林縣陳致汎 澎湖縣李柔嫻 新竹市張麗娟 金門縣彭映綺21 20花蓮縣林阿菊 臺北市沈舒禎 苗栗縣徐筱婷新北市吳黃秀治16

(24)9:10 9:158:55(3) (4) (5)9 14 9:0516:10(8)9/18 9/18 9/18 9/18 (16)16:15 (13) (14) (15)雲林縣羅悅瑜11 22 79/18 臺南市謝宜庭 花蓮縣邱美玉
9/1816:0015:55臺中市林晴翌

16:3510嘉義縣鍾宜廷
16:05 連江縣吳芷涵 桃園市阮慧娟

15:50 臺中市李依璇屏東縣林郁琪 南投縣易俞均 金門縣藍金香嘉義市王薰葳高雄市黃王美雲南投縣黃雅杏 澎湖縣蘇廷瑄屏東縣陳莞憶 苗栗縣劉怡君高雄市鄭惠穎
8:50

臺南市黃蘭芝
15:4517 臺北市簡嫚均嘉義市顏婕伃 桃園市鈄淑芳

16:20新北市鄭湘華32
(18) (19) (20) (21)(17) (7)8:45 (6)9/18



107年全民運動會木球項目-球道賽 男子個人組(37籤)
(30) (31) (32) (33)(36)

9/188:05 8:10
南投縣莊嘉宏

冠軍戰(40)(39) (37)8:45季軍戰
(6) 8 5 13 4(13)8:40

9:10 9:152313 23 11:409/1811:30雲林縣蘇泓憲
8:00 8:40 8:4511:258:05 8:10 8:15 29 36 35 花蓮縣官耀燊627(3)17 24 (5)34721 18 9/18(1) 151011:3512 14 1130(9) 9/198:351 16 9(7) (8)32 (4) 9:00(16)2225 198:25 9/198:30 (14) (29)8:30 8:35(28)9:05(18) (19) (20)9/19 9/198:15 8:55(12) 8:259/19(10) (11) 8:50(15)8:20苗栗縣羅健中 臺東縣黃邦士 花蓮縣古昇立 臺東縣鍾慶祿高雄市陳義雄 連江縣楊建民 彰化縣廖振良 金門縣羅 傑 澎湖縣廖信傑嘉義縣劉任凱 高雄市柯俊宇桃園市張雄彰 屏東縣龔柏鈞 嘉義市蕭宏達 南投縣鄭同武新北市林星佑 臺中市許祐誠 臺北市李國毅金門縣江俊德

8:00
嘉義市黃章順 屏東縣蔡益良 桃園市游淯禎 新竹市林友忠3311:20 澎湖縣呂清文 臺中市王俊泰

(22)
臺南市魏秋信新竹市顏志翰 彰化縣許登雄 嘉義縣蘇皇助苗栗縣劉邦榆新北市林士凱 雲林縣李柏寰

(23) (24)
(34) (35)(38)

9/18 9/18
8:30 8:359/21 9/21 10:30五、六名

9/19 9/19 9/19 9/19 9/19 9/19 9/19(2) (21)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8:209/20 9/20 9/20 9/2016:20 16:2516:10 16:15
9/21

9/21 10:409/21 10:50
9/19 9/19 9/18 9/19(27)(25)

2637 28臺北市溫中維 臺南市葉明竹
9/21 9/21(26) (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