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二屆中正強生盃公益桌球賽 
一、 主    旨：為積極推展桌球運動，提升桌球運動技術水平，促進全民身心健康、進而助民

眾培養終身運動之觀念，並推廣桌球運動普及化，以達到健康、身心及「以球

會友」之健康體育交流。 

二、 指導單位：臺北市體育局。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四、 協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體育會、中華民國體育健康推廣協會、 

              東門桌球&Let's Play國民聯盟。 

五、 贊助單位：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 比賽日期： 

108年 06月 08日(星期六)：國小組。 

108年 06月 09日(星期日)：社會組。 

七、 活動地點：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3樓籃球館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1號) 。 

八、 參加資格：凡持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可參加。 

九、 報名類別： 

1. 國小組分男、女生組，預計開放各 16隊。 

2. 社會組(不分齡)預計開放 32隊。採混合制，男女皆可報名。 

註：報名未滿 12隊之組別將取消該組比賽，不得異議。 

十、 報名辦法： 

日    期：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止，若有額滿將提早結束報名。 

地    點：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6樓球館櫃檯 

聯絡電話 :（02）2396-3358 分機 601。 

報 名 費：免費報名。 

報名方式：請自行前往盃賽網搜尋 2019第二屆中正強生盃公益桌球賽。 

          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52855 

賽程公告：賽程將於 108年 6月 5日 16時公佈於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官方網站。 

報到時間：請於開賽前 15分鐘攜帶身分證(或有照片之證件)至報到處檢錄，唱名 3次未 

              到，視同棄權(依現場掛鐘為主)。 

十一、 主辦單位依報名組數，保留調整賽制的權利。 

十二、 比賽賽程：由主辦單位於 108年 6月 4日 16時公開抽籤，不得異議。 

十三、 比賽用桌：強生 CS-6900 比賽桌。 

十四、 比賽用球：依大會指定之用球。 

十五、 比賽制度：採 5戰 3勝制，單敗淘汰。 

1.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2. 社會團體賽（順序均為單、單、混雙、單、單）各點不得輪空。  

3. 國小組（順序均為單、單、雙、單、單）各點不得輪空，單雙不可兼點。 

4. 國小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請勿不同學校聯隊，請攜帶學生證或在校 

證明，若遇資格抗議時，當場不能提出者，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得之成績。 

5. 比賽過程中若任一方得第三點勝點即結束比賽． 

6. 團體賽中任何一點，如因未出賽而被判棄權時，該隊為輸掉此場比賽。 

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52855


7. 社會組每隊限報名一位成人國手。 

8. 比賽時間依照秩序冊規定，各隊應提早 30分到場。如比賽時間更動，以競賽組報告為

標準，未到者以棄權論。 

十六、 獎勵： 

優勝前四名隊伍由大會頒發前四名獎金，冠軍 15000 元、亞軍 8000 元、季軍 5000 元、 

殿軍 2000 元，獲獎隊伍名單內每人獎牌乙面，並可獲得由強生運動科技提供之精美獎品。 

十七、 申訴： 

（一）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以裁判員判決為終決。 

（二）球員資格之抗議必須在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合法之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結束 30 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提出，由

審判委員會裁決，其申訴結果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九、 交通資訊： 

公車─ 

 信義林森路口站－ 0 東、20、204、22、38、信義幹線、指 3、樹林－野人谷 15、0 

南。 

 仁愛中山路口站－ 245、261、263、270、621、630、651。 

 台大醫院站－中山幹線、 22、227、208、261、291、15 。 

 捷運台大醫院站 (出口 2、3)－2、5、18、20、216、222、224、295、604、648、信 

義幹線、淡水客 運(臺北-三芝)、新店客運(臺北-坪林)、皇家客運(臺北-金山) 。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出口 4、5、6 )－0 東、18、214、227、648、中山幹線、新店

客運(臺北-坪林) 、 208、543、15、208、236、251、252。 

捷運─ 

 台大醫院站－自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往台大醫院新院區方向沿仁愛路一段行走，東

門圓環人行穿越道即可看見。  

 中正紀念堂站－自中正紀念堂站 4、5 號出口往國家戲劇院方向穿越中正紀念堂前廣 

場行走，至東門圓環人行穿越道即可進入。 

 善導寺站－自善導寺站 3 號出口經林森南路往仁愛路一段行走，穿越仁愛路一段後

右轉直行即可看見(在左方)。 

汽車、機車、自行車─  

 經信義路一段左側車道，經張榮發基金會直行，即可抵達本中心(停車場入口)。  

 經仁愛路一段左側車道，經東門國小前直走，即可抵達本中心。  

 

 

 

  

 



 

 

 

 

 

 

 

 

 

 

 

 

 

 

 

 

 

 

 

 

 

 



社會團體組 

一、 金華黃 

隊員：陳帖祥 趙聆嘉 李振碩 吳  崨 蔡承祐 陳順泰 

二、 金華藍 

隊員：周世航 廖恩霆 仇楷文 林宇翔 田安妤 鄭健宏 

三、 金華紅 

隊員: 郭政宏 呂建陞 林昱宏 劉聿兒 林子敬 陳思翰 

四、 魔方 A 

隊員: 鍾定言 黃宥羲 謝  謙 江馨妮 鍾定澄 詹子俠 黃  河 黃守心 

五、 魔方 B 

隊員: 鍾啟椿 楊惠珍 王世堅 劉耀鴻 郭耀輝 潘立曄 吳品賢 林昱翰 

六、 桌球隊 

隊員: 呂麗雯 吳昆翰 林霈萱 楊子儀 黃柏凱 曾睿超 任家良 劉濬瑞 

七、 元氣歡樂隊 

隊員: 林宏澤 張炳球 李覺清 王士杰 林鴻昇 董少丞 呂政謙 許佳琳 

八、 老北體 

隊員: 簡詩耘 周益民 顏兆寅 范佑嘉 高旻鴻 魏宏哲 陳宣淮 蔡雅婷 

九、 阿貴肉乾 

隊員: 黃子宸 梁羽宸 黃子睿 楊雅雁 梁羽芯 羅弘軒 高旻宏 

十、 阿拉丁 

隊員: 莊凡毅 陳俊元 張堂焜 江麗碧 藍振忠 劉冠志 

 



十一、 康寧之友 

隊員: 陳威任 吳俊賢 蔡秉翰 范高瑋 馬虹任 張瓊方 林子瑜 沈郁杰 

十二、 富邦 A 

隊員: 葉湘涵 黄福俊 陳賜益 羅兆麟 楊哲睿 周家慶 洪淑芬 陳振帮 

十三、 富邦 B 

隊員: 郭振中 李建興 蕭宗正 吳嘉輝 盧姿妤 李振瑋 周娈安 陳俊昇 

十四、 欣宏彩印 

隊員: 姚霽軒 宋昶霆 吳宥玲 鄧守畯 洪  虹 陳君翔 孫子宜 黃毓仁 

十五、 台灣 E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 

隊員: 黃彥哲 陳  羲 王冠渝 王冠儒 陳弘宏 陳俊穎 吳孝玄 邱嗣樺 

十六、 全維&國民聯隊 

隊員: 黎昕陽 林家瑄 吳佳寯 林學佑 黎昕祐 溫洧傑 林家瑜 賴啟鑑 

十七、 瑞芳高工 

隊員: 高至亨 林秉宥 許威松 許威柏 胡宏溢 黃翊玹 陳正高 

十八、 堃喬 

隊員: 王翊帆 高宇鴻 趙育叁 蔡杰倫 楊子毅 黃博昱 黃翊倫 黃宥蓁 

十九、 魅力無法擋 

隊員: 張秉丞 江廷杰 林暉恩 林鈺庭 高子揚 張立承 

二十、 堃喬 B 

隊員: 劉邦煒 許柏昇 翁宇鴻 洪子祥 林暐恆 林庭豐 魏晨珊 游婉鈺 

二十一、 我要拿獎金 

隊員: 羅  凱 許凱翔 劉峪銓 蔡政諺 蔡睿豐 吳憶樺 



二十二、 學峰教育 

隊員: 郭峰文 鄭智洋 郭益隆 劉冠嬅 王振儒 呂威邑 陳逸敬 

二十三、 龍門國中 

隊員: 李想成 曾仕達 龔則乾 黃君薇 陳鈺昇 趙秦平 張順紘 

二十四、 那一隊 

隊員: 張霈承 王瑞山 張沄芳 謝博安 謝博仲 張育杰 劉又嘉 

二十五、 東門桌球&國民聯盟 

隊員: 王伯羽 姜尚佑 郭則寬 陳照舜 余承峰 黃昶祐 陳慈庭 彭  旨 

二十六、 Let's play 乒乓&國民聯盟 

隊員: 蕭博維 劉士銘 許介印 廖泓為 簡彤娟 湯政諺 

二十七、 內湖高工 A 

隊員: 黃豐茂 魏程庭 楊致興 黃致惟 洪可珊 侯沁恩 邱宣霖 鄒智揚 

二十八、 內湖高工 B 

隊員: 翁祐鈞 郭任翔 鄒智軒 鄭豫凱 趙偉伯 劉葳葳 莊家瑜 高  銘 

二十九、 麗山國中 A 

隊員: 徐御庭 顏琨霖 張奐奇 蘇昱綸 簡羽玲 王芝均 

三十、 麗山國中 B 

隊員: 周書丞 施淳祐 林詩昊 林恩丞 陳玉堂 王語綺 

三十一、 麗山國中 C 

隊員: 周宏陽 吳家樺 程品睿 黃致盛 蘇昶睿 黃翊涵 

三十二、 麗山國中 D 

隊員: 陳宥辰 柳俊祐 賴昱翰 吳鎧臣 蘇賢祐 温佳葳 



國小男子團體組 

一、 新北中信國小 

隊員：黃子宸 林以翔 黃子睿 鄭元傑 黃彥傑 鄭元綸 楊競 周紘毅 

二、 中信國小-紅 

隊員：王凱倫 李誌全 陳  毅 范仡力 陳楷恩 林峻宇 郭及詠 曾議瑋 

三、 幸安國小藍 

隊員: 劉十齊 廖柏崴 蘇立維 蔡侑家 徐秩寬 陳柏睿 施仲諺 施仲達 

四、 台北市天母國小 

隊員: 宋倫宇 高啟鈞 徐敏恆 陳睿希 邱崇安 孫國峻 張家軒 

五、 北新國小藍 

隊員: 劉律均 周承佑 簡守正 陳樂多 張祐嘉 廖元瑞 孫翊瑋 

六、 台北市天母國小藍 

隊員: 陳雋仁 蘇庭漢 林胤彤 王翊芃 蔡鎧仲 蔣翰霆 陳泰辰 余仲珩 

七、 網溪國小 

隊員: 吳育洋 宋  翊 簡家緯 賴錕毅 惠云寬 劉恩碩 

八、 政大實小 - A 

隊員: 洪堉恩 張廷嘉 黃勤睿 汪哲甫 李秉恩 林廷澔 潘  燁 官胤帆 

九、 政大實小 - B 

隊員: 謝昕融 莊  晢 汪本澔 王宇倫 郁昊明 郁東翰 官胤廉 林芊彣 

十、 網溪國小桌球隊 

隊員: 薛博恩 陳又實 黃尉玹 隋典翰 王聿倫 張盛凱 溫存道 

 



十一、 台北市明湖國小 A 

隊員: 宋奕緯 呂治頡 楊子寬 李錦賢 林允堂 姚定為 江元楷 

十二、 民權紅 

隊員: 徐廷翰 黃培祐 王乃毅 謝漢庭 藍立軒 廖俞肇 藍立辰 林志沅 

十三、 民權藍 

隊員: 陳柏文 張晏睿 許家源 張晏碩 林奕寬 鍾翰德 李俊霆 徐士峰 

十四、 民權黃 

隊員: 陳昱翰 周子圻 王承翊 李駿朋 劉曜嘉 黃子睿 黃培睿 王禾鈞 

十五、 忠孝國小 

隊員: 陳欣悅 劉聿軒 王智民 賴祥奕 詹也毅 陳羽崴 栗新程 

十六、 民生國小藍 

隊員: 楊恩睿 張辰安 林宥竹 李承霖 陳柏諭 陳昶寧 何韋頡 黃品翰 

 

國小女子團體組 

一、 北新國小 

隊員：廖翊錦 陳樂宜 陳宥均 徐慧筠 簡詠馨 吳品頤 

二、 中信國小 

隊員：洪品瑜 蔡緗縈 陳  昕 詹昀臻 梁羽芯 詹昀築 鄒怡璿 

三、 幸安國小 

隊員: 馬可芸 羅晨嘉 陳  曦 簡吟蓁 黃宥甯 唐宇歆 李宜宸 蕭嵐心 

四、 台北市天母國小 

隊員: 李庭妍 林岑恩 李畇蓉 陳昀希 徐敏欣 羅子媗 黃新瑜 



五、 民權 

隊員: 李唯寧 張浿珊 林語柔 陳瑄昀 陳芋臻 石函玉 石函右 柳奕安 

六、 忠孝國小 

隊員: 呂柏芸 葉姿辰 陳欣樂 陳芷妍 陳姵霓 洪睿敏 黃欐絜 

七、 台北市明湖國小 

隊員: 宋苡寧 賴芝瑜 呂怡軒 陳巧庭 劉姿岑 蘇可菲 

八、 民生國小紅 

隊員: 林芯瑩 黃思璇 陳宣伶 楊永婕 趙可蓉 朱若安 陳宜寬 吳宇芊 

九、 政大實小 - C 

隊員: 曾立心 鄭丞伶 鄭丞涵 葉可甯 劉宜恩 唐睿陽 

十、 林口國小 

隊員: 陳佳怡 張婷媛 陳世真 陳昱安 蘇巧蘋 周妍希 蘇巧琪 仇曦 

十一、 新北修德國小 

隊員: 李美臻 楊季蓁 吳藿芸 陳卉綺 陳佳妤 黃湘育 陳逸芙 黃薇真 

十二、 石牌國小 

隊員: 林芝羽 蔡汶晏 張學勻 廖昱喬 蔡嘉芸 謝佑鈴 游開蓮 陳聖涵 

十三、 忠義國小 

隊員: 溫慧婕 黃敬瑄 羅心妤 林思妤 林芃潔 陳宣妤 游舒涵 陳舒甯 

十四、 永和國小 

隊員: 洪倩耘 賴思穎 李卉妮 林  靚 臧康潔 歐書妤 洪羽廷 森彩華 

十五、 台北市士東國小 

隊員: 溫如雅 林愉真 徐湶雁 陳語昕 林芸汝 謝雅存 吳永茵 范倩寧 



0800-0830

0830-0900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630

(9)-(12) (9)-(12) (17)-(24)

休息時間

(13)-(14) (13)-(14) (25)-(28)

頒獎典禮

(15)-(16) (15)-(16) (29)-(30)

(31)-(32)

6月8日 6月9日
開始報到

開幕儀式

(1)-(8)

(9)-(16)

(1)-(8)

預計賽程時間表

(1)-(8)

社會團體組國小女子組國小男子組

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