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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農田水利之夜位置圖 

東東宴會式場-華平囍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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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閉幕典禮程序與運動員誓詞 

※※※※※※※※※※※※※※※※※※※※※※※※※※※ 

開幕典禮程序 

一、集合(111年9月24日上午8時20分)：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田徑場 

二、典禮(111年9月24日上午8時30分)： 
   1.典禮開始(奏樂)                   5.主席致詞 

   2.主席就位                         6.長官與貴賓致詞 

   3.全體肅立                         7.運動員宣誓 

   4.唱國歌                           8.禮成(奏樂) 

※※※※※※※※※※※※※※※※※※※※※※※※※※※ 

運動員宣誓誓詞 

我們是一群農田水利事業人員，響應全民體育精神，平時熱 
愛運動，今天向大會立下誓言，遵守大會競賽規則，參與競賽，

全力以赴，並服從裁判之判決，發揮運動員精神，爭取最高榮譽。 
中華民國111年9月24日       宣誓代表人         宣誓完畢 

※※※※※※※※※※※※※※※※※※※※※※※※※※※ 

閉幕典禮程序 
 

(111 年 9 月 24 日下午 4 時 00 分) 
  1.典禮開始（奏樂）                4.成績報告及頒獎 

  2.主席致詞                        5.禮成(奏樂) 
  3.長官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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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閉 幕 典 禮 須 知 
 

一、參加人員：本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慢速壘球提前於

8:00開賽，慢速壘球免參加開幕典禮。 

各單位全體隊員均須參加開幕(慢壘人 

員除外)及閉幕典禮。 

二、服裝：由各單位自行決定，但須整齊劃一。 

三、集合時間及地點： 

1.開幕典禮：典禮時間(111 年 9 月 24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於成功大學光復校

區田徑場，各單位應於上午 8 時 20
分前於田徑場內完成整隊集合。 

2.閉幕典禮：典禮時間(111 年 9 月 24 日下午 4 時

00 分)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田徑場，各

單位應於下午 3 時 50 分前在田徑場

內集合。 

 

5



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一、指導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三、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農田水利人力發展中心 

四、協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政府 

五、參加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六、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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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 管 理 處  

北 基 管 理 處  

瑠 公 館 理 處  

七 星 管 理 處  

桃 園 管 理 處  

石 門 管 理 處  

新 竹 管 理 處  
苗 栗 管 理 處  

臺 中 管 理 處  

農 田 水 利 署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南 投 管 理 處  

彰 化 管 理 處  

雲 林 管 理 處  

嘉 南 管 理 處  

高 雄 管 理 處  

屏 東 管 理 處  

臺 東 管 理 處  

花 蓮 管 理 處  

農 工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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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響應全民體育活動，增進員工與農田水利事業

從業人員身心健康，促進農田水利事業和諧與互

助，以凝聚向心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提升工

作效率。 

二、競賽項目： 

(一)球類錦標賽： 

1. 軟式、硬式網球團體賽（男子組）。 

2. 桌球團體賽（男、女分組）。 

3. 羽球團體賽（男、女分組）。 

4. 槌球團體賽（男女得混合組隊）。 

5. 慢速壘球團體賽(男女得混合組隊)。 

(二)趣味競賽： 

1. 800公尺接力團體賽（男女混合組隊）。 

2. 定點投籃（男女混合組隊）。 

3. 持球競快（男女得混合組隊）。 

4. 時代巨輪（男女得混合組隊）。 

5. 盤球接力（男女得混合組隊）。 

三、參加資格： 

(一)各單位現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基金會

人員併入該管理處報名參賽。 

(二)參加者應由其服務單位統一辦理報名手續。 

(三)各單位參加比賽選手應隨身攜帶附有相片之機關（構）

證明文件為主，國民身分證或駕駛執照或健保卡為輔，

以資鑑別。 

四、各類競賽項目組隊人數、比賽方法及規則： 

(一)組隊參賽人數(不包括領隊、管理、教練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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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球類錦標賽 

(1) 軟、硬式網球賽：男子組團體賽組隊人數，每隊

選手人數不得超過 12人。 

(2) 桌球團體賽：男子組組隊人數，每隊選手人數不

得超過 12人；女子組團體賽組隊人數，每隊選手

人數不得超過 10人。 

(3) 羽球團體賽：男、女各組組隊人數，每隊選手人

數不得超過 12人。 

(4) 槌球團體賽：每隊選手人數不得超過 10人，男女

得混合組隊。 

2. 趣味競賽：每隊組隊人數至少 10人，遞補人員 2

人，男女得混合組隊。 

3. 上述各項比賽： 

(1)球類錦標賽報名未滿(含)3 隊時，改採友誼賽方

式辨理，各項趣味競賽報名未滿4隊時不予辦理，

並於報名截止後即以電話通知各報名單位。 

(2)球類錦標賽若報名參賽單位在同一球類團體賽中

未組「女子隊」，僅組男子隊而因人數不足時，得

由女性選手加入男子組中參賽，惟該單位若同時

組成男子組與女子組隊伍參賽時，則不得男女混

合組隊。 

(3)球類錦標賽若領隊、管理、教練亦為該隊隊長或

隊員時，得進場比賽，若未為該隊隊長或隊員時

則不得下場參賽，並以秩序冊名單為比賽依據。 

(4)慢速壘球團體賽因場地緣故，報名未達 3 隊不予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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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比賽方法及規則： 

1. 網球男子組團體賽： 

參加軟、硬式網球比賽人員，每人以參加一項為限。 

採用最新國際比賽規則。 

(1) 軟式網球男子組團體賽： 

① 軟式網球打 3點雙打制，3點全打。 

② 採循環賽，每點以 1盤 7局勝負，局數 3平

時搶 7分。 

(2) 硬式網球男子組團體賽： 

① 硬式網球打 3點雙打制，3點全打。 

② 採單循環賽，NO-AD制(DEUCE時只打一分，

接球方選邊)。 

③ 採每點以一盤 4 局制，局數 3 平時搶 7 分

(Tie-break)。 

④ 循環賽積分相同時(勝一場得 2分，負一場

1分)名次判定優先順序: 

A.兩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

勝。 

B.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積

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

序判定: 

i. (勝點數)÷(負點數)之商大者獲勝。 

ii. (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

勝。 

iii. 如仍無法判定名次時，則由裁判長主

持抽籤決定。 

⑤ 各場出賽名單前兩點不得排空點，否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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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點隊伍判失格。 

⑥ 各隊應於賽前三十分鐘向大會領取出賽名

單，填妥後於二十分鐘前提交大會競賽組，

如比賽時間更動，以大會宣布為準。為了賽

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

況調度及分點同時舉行，各隊不得異議。 

⑦ 硬式網球場地以壓克力舖面之硬地為原則。 

2. 桌球團體賽： 

(1) 比賽規則: 

依據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採行之最新規則。 

(2) 比賽制度： 

比賽採雙敗淘汰冠亞軍賽，勝部末場為冠亞軍，

敗部不得挑戰；上屆各組前 2名依序列為種子。 

(3) 比賽方式： 

每場採五點三勝制，其順序為 1單、2雙、3單、

4雙、5單；每點五局三勝制，每局 11分制領

先 2 分為勝者。(各單位未組成女團隊，女生

可出賽男隊；未組成男團隊，男生不可出賽女

隊，男子組不兼打，女子組可兼打)。 

(4) 比賽規定: 

團體賽中任何一點，如因未出賽而被判棄權時，

取消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資格。 

(5) 比賽用球: 

日製 Nittaku 40+三星白色桌球。 

(6) 球員服裝: 

禁著長褲、禁穿著白色服裝。 

(7) 請依大會表訂時間於賽前 30 分鐘報到領取出

賽單，並按大會時間準時出賽，逾時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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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棄權論。 

(8) 本次比賽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比賽時修定之。 

3. 羽球團體賽： 

(1)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 

(2) 男子組團體賽： 

①預賽採分組循環，總積分制，單局 25分，

同分不加分，三組雙打均須出賽。 

②決賽採單敗淘汰，總積分制，單局 25分，

同分不加分。。 

③ 賽制以總得分多者為勝，如得分相等時則以

勝點數多者為勝，勝點和再相同時，則採抽

籤決定。 

④ 決賽時，需重新抽籤。 

(3) 女子組團體賽： 

①預賽採分組循環，總積分制，單局 25分，

同分不加分，三組双打均須出賽。 

②賽制以總得分多者為勝，如得分相等時則以

勝點數多者為勝。勝點和再相同時，則採抽

籤決定。 

(4) 男、女組均不得兼點重複出賽，經申訴抗議成

功，該隊已賽部分，採不予計分。 

(5) 本賽事採用勝利牌比賽級(藍蓋)用球。 

(6) 請依大會表定時間，於賽前 30 分鐘報到領取

出賽單，並按大會時間準時出賽。 

(7) 本賽事如有未盡事宜，大會有權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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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槌球團體賽： 

(1) 比賽採用 108年 11月新制規則。 

(2) 採分組循環賽，每組取兩隊晉級決賽；決賽採

單敗淘汰制，賽程由大會排定。男、女得混合

組隊。 

(3) 報名球隊超過 4 隊（含）未達 10 隊時，競賽

成績採至季軍 1名，報名球隊超過 10隊（含）

時增加殿軍獎項 1名。 

(4) 循環賽各組勝隊產生優先順序如下： 

① 勝場數。 

② 得失分差。 

③ 兩隊對戰結果。 

④ 抽籤決定。 

5. 慢速壘球團體賽： 

(1) 本次比賽方式視參賽隊伍調整賽制，預賽採單

循環制，勝隊 2分、和局 1分、敗隊 0分；決

賽於規定局數（時間）內兩隊仍無法分出勝負，

採強迫進壘制(一出局滿壘)至分出勝負為止。 

(2) 若兩隊或兩隊以上積分相同時，名次判定之優

先順序: 

① 對戰關係。 

② 對戰勝負分高者優先。 

③ 對戰失分少者優先。 

④ 對戰得分高者優先。 

⑤ 猜拳決定。 

下場比賽自備手套及球棒，每隊最多 11人，女

性球員(不超過 3人，且不排連續棒次)擊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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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並停留於界內區即形成安打（死球狀態，壘

上球員各推進一壘）；若是人數不足十人，可採

九人開賽制。 

(3) 比賽方式採七局 45 分鐘制，一好球一壞球開

始，若四局相差 10分（含）以上、五局相差 7

分（含）以上，則判定比賽提前結束。45分鐘

時間到，須完成該局，再由裁判宣布再開一局

(為最後一局)。 

(4) 比賽限使用竹、木棒，為安全起見，擊球員應

配帶打擊帽出賽。 

(5) 各球隊應於賽前 20 分鐘向大會報到，並填寫

攻守名單。比賽時間已到，比賽隊伍未到且逾

時十分鐘後，沒收該場比賽，並判未到隊伍為

該場比賽之輸隊。 

(6) 本壘板及好球板均算好球，為安全起見，跑壘

者回本壘踩好球板也算得分。 

(7) 採用本壘 4米半封殺線。 

(8) 球員投球限高 6至 12英尺。 

(9) 依最新中華民國慢速壘球規則，增加 EP球員，

得與守備球員互換。 

(10) 比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22-

2024年慢速壘球規則為準。 

6. 趣味競賽： 

(1) 定點投籃 (10人參賽) ： 

競賽規則： 

① 由其中一位隊員拿支撐籃框之竹竿，其餘九

位為投球員。 

② 每隊計有 60顆網球，槍響後每隊參賽者即

可將網球投入該隊之籃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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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持竿者不可移動竹竿，網球不記名，時間為

2分鐘，以裁判計數籃框中網球數最多者獲

勝。 

(2) 800公尺男女混合接力團體賽(8人參賽) ： 

① 由單位團體組隊，每隊得報名 10 人，採男

女混合組隊參賽。 

② 大隊接力賽由男 4名、女 4名共計 8人混合

接力，每人各跑 100 公尺(女為單數棒、男

為雙數棒），前 4 棒採分道跑，第 5 棒接完

棒後即可搶跑道，領先之隊伍的下一棒可優

先站於內側跑道，其他選手應主動讓出。 

③ 傳接中棒子掉落應由落棒之人撿起，勝負

採計時決賽。 

(3) 持球競快(10人參賽) ： 

① 起點至折返點相距 25公尺，每隊排一路縱

隊列於起點線後；聞號令，第一位持羽球拍

並將網球放在羽球拍上前進，繞過折返點

返回起點處交接（羽球拍、網球為交接物），

第 2人繼續進行至全隊完成。 

② 比賽途中網球掉落時需拾起，並於掉落處

放回羽球拍上，始可繼續前進，前進中手不

可碰觸羽球拍上之網球，每違規 1 次加 5

秒，2次加 10秒，以此類推。 

③ 採計時賽評定名次，以各隊最後 1 人返回

起點線為完成比賽；計時終了，以計時終了

時間加違規秒數為該隊比賽成績，以比賽

成績長短為評定名次依據。 

(4) 時代巨輪(10人參賽) ： 

① 起點至折返點相距 25公尺，每隊排一路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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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列於起點線後；聞號令，第一位在起點線

推輪胎前進（比賽時可戴手套），繞過折返

點返回起點處交接，交給第 2 人繼續進行

直至全隊完成。 

② 交接輪胎須在起點後，否則視為違規，滾輪

期間輪胎不得離地面，每違規 1次加 5秒，

2次加 10秒，以此類推。 

③ 採計時賽評定名次，以各隊最後 1 位人與

輪胎都返回起點線為完成比賽；計時終了，

以計時終了時間加違規秒數為該隊比賽成

績，以比賽成績長短為評定名次依據。 

(5) 盤球接力(10人參賽) ： 

① 起點至折返點相距 25公尺，每隔 5公尺放

置障礙錐；比賽開始，每隊第一位用腳將足

球以Ｓ型方式繞過每隔 5 公尺的障礙錐前

進，至折返點再將球以相同方式帶回原點

交接給第二人，依此繼續進行至最後一位。 

② 比賽進行中須依序通過每個障礙錐，並不

得用手觸摸球。行進間障礙錐如被踢倒，須

將其扶正始可繼續盤球前進，每違規 1 次

加 5秒，2次加 10秒，以此類推。 

③ 採計時賽評定名次，以各隊最後 1 人返回

起點線並將足球放定為完成比賽；計時終

了，以計時終了時間加違規秒數為該隊比

賽成績，以比賽成績長短為評定名次依據。 

五、裁判人員由財團法人農田水利人力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人

發中心)聘任之。 

六、各項比賽採用球牌如下： 

軟式網球：日製 AKAEMU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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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式網球：英製史來吉牌。 

桌  球：日製 Nittaku 40+三星白色桌球。 

羽    球：勝利牌比賽級(藍蓋)。 

慢速壘球：ys(sb-3000)。 

七、申訴： 

(一)屬技術及規則問題之申訴者，由領隊或教練於當場比

賽結束前提出，經裁判認可後成立；由裁判長召集該

競賽組裁判當場研究處理之，裁判長之判決即為終決，

雙方均不得再提出異議。 

(二)屬於隊員資格者由領隊或教練在當場比賽前提出，其

他問題之申訴，由領隊或教練在當場比賽結束前提出，

由大會研究解決之；如發現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

查屬實者即取消其出賽資格。 

八、其他事項： 

(一)各單位在參加比賽期間所需經費、交通、膳宿等費用

均自理。 

(二)各運動員限以一類競賽（球類、趣味競賽二類選一）

項目參賽，若同時報名兩類以上競賽項目時，須得擇

一類競賽項目參賽，屆時比賽未到場時以棄權論。 

(三)各項比賽請於比賽前 30分鐘到場，並按照排定時間準

時出賽，如點名後 10分鐘仍未出場者，以棄權論。 

(四)球員服裝：桌球隊員請勿穿著與球體相近似顏色之運

動服裝，所有參賽人員不得穿釘鞋出場比賽。 

(五)各項競賽成績登錄完畢後，請裁判長與得名單位之隊

長、人發中心場地工作人員三方確認後簽章，以昭慎

重。 

九、各項比賽規則除本規程規定外，依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規

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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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裁判人員名錄（146人） 

 

大會裁判 

總裁判長：黃賢哲 

軟式網球裁判名單(18 人) 

裁 判 長：陳榮村 

副裁判長：吳俊德 

裁   判：王源章  蔡健鵬 莊瑞彬 蘇文祺 

蔡文富 蔡雲龍 陳志彬 張宗慶 

競 賽 組：嚴意美 蔡育銘 張淑娟 李蕙鈺 

場 地 組：呂泰興 蔡長寶 鍾登貴 蔡志鵬 

硬式網球裁判名單(10 人) 

裁 判 長：李榮烈 

裁    判：江長晏 鍾文修 涂德源 黃世耀 

夏敏珍 吳東杰 徐鵬程 陳鴻麒 

劉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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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裁判名單(36 人) 

裁 判 長：陳惠娟 

副裁判長：郭皆興 

競賽資訊：陳文山 姜慧珠 蔡幸芳 蘇品妃 

王素綿 吳淑卿 

裁    判：喬惠康 陳南溪 王小玲 黃文彬 

王雲龍 陳煥然 王明賢 陳錫興 

譚檢蘭 蘇喜男 黃秀祝 陳寶霖 

田德昌 陳怡蓁 吳美慧 黃志成 

黃俊榮 王毓萱 李維哲 帥開雲 

陳佳伶 彭瑞國 高宇麒 洪燈河 

黃婉玲 林  昉 林清源 涂志芳 

羽球裁判名單(35 人) 

裁 判 長：蔡采俐 

競 賽 組：張怡雯 范愛德 

裁    判：蘇榮惠 曾秀玉 辛俊寬 徐志昇 

王富賢 胡素琴 郭家禎 張志民 

林炳輝 黃睿塵 簡惠淨 杜金樺 

郭瓊穗 林崑山 沈小菁 鄭淑娟 

官綵婕 王鑰傑 陳國斌 林本禾 

鄭水霖 展祥雲 劉晏羽 李志彬 

陳重良 陳擷宇 方聰明 楊明道 

郭啟瑞 吳智顯 黃超嗚 康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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槌球裁判名單(11 人) 

裁 判 長：吳秋國 

裁 判 組：陳杰松 吳清琳 陳文生 陳金福 

蔡良讚 吳典容 

場 地 組：莊文滄 曾靜雯 吳秀琴 楊知興 

 

慢速壘球裁判名單(18 人) 

裁 判 長：陳錫泰 

競 賽 組：張  斌 

裁    判：杜文彰 黃素欣 何建鴻 莊佳霖 

戴建一 陳忠安 方智勇 方智偉 

陳源泉 陳景銘 蔡東霖 陳熾慶 

劉愷芸 莊玟琪 鄭玟軒 陳盈豪 

 

趣味競賽裁判名單(17 人) 

裁 判 長：王駿濠 

裁    判：魏辰諠 李聲澤 洪瑞蓬 黃祥祐 

薛易昀 高  寧 伍家鋒 陳方遠 

黃裕翔 賴侑和 蘇培翔 洪珮珊 

盧建全 莊智堯 許嘉芳 李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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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軟式網球團體賽名錄

＜4 隊＞
南投管理處（8 人） 
領隊：王俊雄 教練：鄭居倉 管理：林志敏 
隊長：王俊雄 
隊員：陳明儀 蔡介祐 林政旭 鄭居倉 林志敏 

羅振宏 劉憲璋 

彰化管理處（12 人） 
領隊：吳孟洋 教練：許煥尚 管理：陳森永 
隊長：廖文森 
隊員：湯昆福 陳炳耀 林大振 林信杰 陳威佐 

蔣麗虹 鄭力銓 蔡秉成 

雲林管理處（12 人） 
領隊：李永和 教練：何春娟 管理：林麗娟 
隊長：蔡金智 
隊員：羅志成 張勝煌 陳俊臣 張淑華 曾國源 

楊銘堯 林柏宇 詹雅雯 

屏東管理處（9 人） 
領隊：潘美鳳 教練：郭茂川 管理：葉淑芬 
隊長：郭茂川 
隊員：陳科城 林敬智 李彥賢 賴彥羽 鄭季釗 

廖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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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比賽隊伍 

09:30 (一) 南投管理處 VS 雲林管理處 

後續比賽

時間依照

當日進度

裁判進行

彈性調整 

(二) 屏東管理處 VS 彰化管理處 

(三) 南投管理處 VS 屏東管理處 

(四) 雲林管理處 VS 彰化管理處 

(五) 南投管理處 VS 彰化管理處 

(六) 雲林管理處 VS 屏東管理處 

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軟式網球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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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硬式網球團體賽名錄 

＜5 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6 人） 
領隊：陳吉仲 教練：陳駿季 管理：蔡有長 

隊長：陳吉仲 

隊員：陳駿季 吳黎明 林佑宗 陳志成 蔡有長 

 
宜蘭管理處（8 人） 
領隊：林信賢 教練：陳茲義 管理：闕朝根 

隊長：高生霖 

隊員：朱清勇 陳茲義 闕朝根 林信賢 賴登穎 

周世仁 高秋萍 

 
桃園管理處（7 人） 
領隊：陳建國 教練：徐國揚 管理：張哲瑜 

隊長：邱創業 

隊員：陳建國 徐國揚 謝文紹 簡志明 陳奕安 

 

苗栗管理處（7 人） 
領隊：牛友年 教練：劉逸夫 管理：洪錦霞 

隊長：牛友年 

隊員：劉逸夫 洪錦霞 陳正宏 陳智哲 湯其祐 

王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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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工程研究中心（8 人） 
領隊：譚智宏 教練：譚智宏 管理：林倩如 
隊長：林倩如 

隊員：譚智宏 許清炫 黃家慶 張為鈞 施承興 

陳怡君 張簡鳳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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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 時間 

農委會 VS宜蘭 苗栗 vs桃園 09:30-10:30 

農工 VS農委會 桃園 VS宜蘭 10:30-11:30 

農工 VS宜蘭 農委會 VS桃園 12:30-13:30 

農委會 VS苗栗  13:30-14:30 

農工 VS苗栗  14:30-15:30 

農工 VS桃園 苗栗 vs宜蘭(將拆點做安排，到時將視比賽情

形調整)請大家配合，謝謝！ 

 

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硬式網球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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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桌球團體賽名錄 

＜男子組 14 隊＞ 

宜蘭管理處（9 人） 
領隊：游日發 教練：黃金龍 管理：黃文遠 
隊長：游日發 
隊員：黃金龍 黃文遠 吳信昌 章建偉 陳進福 

游秋銘 鄭宇翔 黃勇霈 
 
七星管理處（7 人） 
領隊：周朝枝 教練：黃坤濯 管理：林文傑 
隊長：蘇秋萍 
隊員：莊玉玲 陳軒頎 陳冠垣 周朝枝 黃坤濯 
      林文傑  
 
桃園管理處 A 隊（9 人） 
領隊：黃朝琨 教練：黃華煌 管理：彭淑芬 
隊長：李百安 
隊員：黃華煌 張文鐘 古有順 游家銘 林哲村 

葉思樸 
 
桃園管理處 B 隊（10 人） 
領隊：黃朝琨 教練：黃華煌 管理：彭淑芬 
隊長：林志浩 
隊員：李哲熙 許宸瑋 姜丙朗 楊玉郎 黃健文 

趙家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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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管理處（9 人） 
領隊：林昆賢 教練：白益豐 管理：劉俞佑 
隊長：陳念勛 
隊員：白益豐 王信智 李建良 徐登輝 李晏全 

劉俞佑 羅格威 

 

臺中管理處（10 人） 
領隊：白政益 教練：賴俊任 管理：李光蕙 
隊長：莊銘記 
隊員：尹國正 陳宏旭 王俊凱 林竑逸 李威翰  

謝成榮 
 
南投管理處（10 人） 
領隊：張國鎮 教練：張尹騰 管理：李炫德 
隊長：陳健三 
隊員：賴興炎 江振明 邱日發 鄭耀欽 陳文雄 
      李振成 
 
彰化管理處（12 人） 
領隊：陳文祺 教練：張水棧 管理：楊金水 
隊長：鄒元燈 
隊員：陳文祺 陳華欣 賴建仲 黃其政 陳肇参 

陳鴻仁 蔡孟勳 林正堂 辛國榮 
 
雲林管理處（11 人） 
領隊：林重元 教練：蔡政宏 管理：林猷彬 
隊長：吳孟武 
隊員：陳柏任 李世裕 吳讚修 高煜祺 蘇泓達 

洪柏誠 林祐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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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管理處（9 人） 
領隊：柯茗君 教練：翁政治 管理：陳英仕 

隊長：邱茂碩 

隊員：方進興 王昆保 陳志忠 方耀泰 王世河 

翁政治 

 

高雄管理處（11 人） 
領隊：高志賢 教練：陳俊弦 管理：蔡嘉霖 

隊長：蔡福水 

隊員：李榮彬 陳豊元 吳利峰 黃政智 張睿風 

許英毅 方瑞德 

 
屏東管理處（10 人） 
領隊：張文虎 教練：呂致仁 管理：許朝泰 

隊長：呂致仁 

隊員：吳金組 洪元隆 許朝泰 陳朝全 李宥叡 

劉威廷 楊勝巖 簡承喆 

 

臺東管理處（8 人） 
領隊：林峰盛 教練：黃昆合 管理：白絜成 

隊長：林峰盛 

隊員：簡士傑 黃昆合 王紹儒 白絜成 黃文蓉 

      游坤書 周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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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1 人） 
領隊：譚智宏 教練：李寶鍾 管理：賴永昇 

隊長：張順年 

隊員：張大偉 簡文煥 李寶鍾 賴國興 賴永昇 

朱振標 王維達 洪  揚 林晉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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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桌球團體賽名錄 

＜女子組11隊＞ 

宜蘭管理處（6 人） 
領隊：林惠眞 教練：陳映竹 管理：林淑芬 

隊長：呂雲卿 

隊員：林惠眞 陳映竹 俞麗娟 李敏琳 林淑芬 

 

桃園管理處（5 人） 
領隊：黃麗君 教練：徐碧貞 管理：詹清琇 

隊長：徐碧貞 

隊員：李奐莉 張樂燕 黃麗君 

 

臺中管理處（10 人） 
領隊：王曼菁 教練：陳姿君 管理：李庭漪 

隊長：謝若菁 

隊員：蔡育芸 歐陽佑中 何淑卿 劉美寬 蔡素玲 

      蕭秀華  

 

南投管理處（7 人） 
領隊：林進茂 教練：王亮元 管理：黃清發 

隊長：耿國惠 

隊員：林玫英 黃稚芸 張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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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管理處（10 人） 
領隊：陳甫諺 教練：楊明松 管理：王俊民 

隊長：皮楚華 

隊員：張秀好 蔡雯萍 蔡怡蒨 洪慈君 蘇莉雅 

蔡淑青 

 

雲林管理處（10 人） 
領隊：蔡政宏 教練：蔡岳勳 管理：林宜青 

隊長：呂瑞惠 

隊員：張錦秀 呂秀足 鐘淑霞 張雅貴 鄭麗兒 

賴素雲 

 
嘉南管理處（9 人） 
領隊：郭蓉蓉 教練：邱淑貞 管理：王志誠 

隊長：楊喨弘 

隊員：吳翠紅 王敏卉 蔡淑妃 陳意婷 洪嫆倫 

邱淑貞 

 
高雄管理處 A（7 人） 
領隊：謝環合 教練：邱秀玲 管理：曾思騏 

隊長：邱秀玲 

隊員：謝佳靜 謝玉娥 龔姿文 李清銀 

 
高雄管理處 B（8 人） 
領隊：陳孟真 教練：郭文玲 管理：劉文政 

隊長：許麗娥 

隊員：余桂美 黃婉琦 陳佳慧 劉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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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管理處（8 人） 
領隊：胡龍耀 教練：侯承昀 管理：王瑞源 

隊長：陳雅惠 

隊員：林淑美 戴佳鳳 張麗姿 蔡易如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0 人） 
領隊：譚智宏 教練：李寶鍾 管理：陳蘭香 

隊長：郭盈助  

隊員：陳蘭香 吳佳玲 陳品宇 李 越 李佳樺 

謝孟芯 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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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桌球男子團體賽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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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桌球女子團體賽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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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桌球團體賽賽程圖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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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桌球賽程總表 

時間 場次 桌次 比賽隊伍 

9:30 

男子一 T1 臺東管理處 石門管理處 

男子二 T2 臺中管理處 雲林管理處 

男子三 T3 南投管理處 宜蘭管理處 

男子四 T4 彰化管理處 屏東管理處 

男子五 T5 嘉南管理處 高雄管理處 

男子六 T6 桃園管理處 B 七星管理處 

女子一 T7 宜蘭管理處 屏東管理處 

女子一 T8 宜蘭管理處 屏東管理處 

女子二 T9 高雄管理處 B 彰化管理處 

女子二 T10 高雄管理處 B 彰化管理處 

女子三 T11 嘉南管理處 雲林管理處 

女子三 T12 嘉南管理處 雲林管理處 

女子四 T13 臺中管理處 高雄管理處 A 

女子四 T14 臺中管理處 高雄管理處 A 

10:30 

女子五 T9 桃園管理處 (女子一)勝 

女子五 T10 桃園管理處 (女子一)勝 

女子六 T11 (女子二)勝 南投管理處 

女子六 T12 (女子二)勝 南投管理處 

女子七 T13 農工中心 (女子三)勝 

女子七 T14 農工中心 (女子三)勝 

10:50 

男子七 T1 桃園管理處 A (男子一)勝 

男子七 T2 桃園管理處 A (男子一)勝 

男子八 T3 (男子二)勝 (男子三)勝 

男子八 T4 (男子二)勝 (男子三)勝 

男子九 T5 (男子四)勝 (男子五)勝 

男子九 T6 (男子四)勝 (男子五)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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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桌次 比賽隊伍 

10:50 
男子十 T7 (男子六)勝 農工中心 

男子十 T8 (男子六)勝 農工中心 

11:30 

男子十一 T1 (男子四)敗 (男子五)敗 

男子十一 T2 (男子四)敗 (男子五)敗 

男子十二 T3 (男子二)敗 (男子三)敗 

男子十二 T4 (男子二)敗 (男子三)敗 

男子十三 T5 (男子六)敗 (男子八)敗 

男子十三 T6 (男子六)敗 (男子八)敗 

男子十四 T7 (男子一)敗 (男子九)敗 

男子十四 T8 (男子一)敗 (男子九)敗 

女子八 T9 (女子二)敗 (女子四)敗 

女子八 T10 (女子二)敗 (女子四)敗 

女子九 T11 (女子一)敗 (女子七)敗 

女子九 T12 (女子一)敗 (女子七)敗 

女子十 T13 (女子三)敗 (女子五)敗 

女子十 T14 (女子三)敗 (女子五)敗 

12:20 

男子十五 T1 (男子十一)勝 (男子七)敗 

男子十五 T2 (男子十一)勝 (男子七)敗 

男子十六 T3 (男子十)敗 (男子十二)勝 

男子十七 T4 (男子七)勝 (男子八)勝 

男子十八 T5 (男子九)勝 (男子十)勝 

男子十八 T6 (男子九)勝 (男子十)勝 

男子十九 T7 (男子十三)勝 (男子十五)勝 

男子二十 T8 (男子十六)勝 (男子十四)勝 

女子十一 T9 (女子五)勝 (女子六)勝 

女子十二 T10 (女子七)勝 (女子四)勝 

女子十二 T11 (女子七)勝 (女子四)勝 

女子十三 T12 (女子八)勝 (女子九)勝 

女子十四 T13 (女子十)勝 (女子六)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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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桌次 比賽隊伍 

12:20 女子十四 T14 (女子十)勝 (女子六)敗 

14:00 

男子二一 T1 (男子十八)敗 (男子十九)勝 

男子二一 T2 (男子十八)敗 (男子十九)勝 

男子二一 T3 (男子十八)敗 (男子十九)勝 

男子二二 T4 (男子二十)勝 (男子十七)敗 

男子二二 T5 (男子二十)勝 (男子十七)敗 

男子二二 T6 (男子二十)勝 (男子十七)敗 

女子十五 T8 (女子十一)敗 (女子十三)勝 

女子十五 T9 (女子十一)敗 (女子十三)勝 

女子十五 T10 (女子十一)敗 (女子十三)勝 

女子十六 T11 (女子十四)勝 (女子十二)敗 

女子十六 T12 (女子十四)勝 (女子十二)敗 

女子十六 T13 (女子十四)勝 (女子十二)敗 

14:40 

男子二三 T1 (男子十七)勝 (男子十八)勝 

男子二三 T2 (男子十七)勝 (男子十八)勝 

男子二三 T3 (男子十七)勝 (男子十八)勝 

男子二四 T4 (男子二一)勝 (男子二二)勝 

男子二四 T5 (男子二一)勝 (男子二二)勝 

男子二四 T6 (男子二一)勝 (男子二二)勝 

女子十七 T8 (女子十一)勝 (女子十二)勝 

女子十七 T9 (女子十一)勝 (女子十二)勝 

女子十七 T10 (女子十一)勝 (女子十二)勝 

女子十八 T11 (女子十五)勝 (女子十六)勝 

女子十八 T12 (女子十五)勝 (女子十六)勝 

女子十八 T13 (女子十五)勝 (女子十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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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羽球團體賽名錄 

＜男子組15隊＞ 

農田水利署（8 人） 
領隊：洪銘德 教練：    管理：邱崇爾 
隊長：李元喻 
隊員：羅紹軒 陳宗楠 沈安倫 高丞瑋 邱崇爾 

陳彥旭 
 
宜蘭管理處（8 人） 
領隊：林文楨 教練：謝明廷 管理：游輝麟 
隊長：何浩瑜 
隊員：林文楨 劉志斌 曾文義 蔡宗宏 游玉綉 

謝明廷 游輝麟 
 
瑠公管理處（8 人） 
領隊：朱建偉 教練：陳永欽 管理：吳玉枝 

隊長：吳仲榮 
隊員：陳永欽 陳秀雄 原道安 吳玉枝 李元中 

楊艾芸 朱建偉 
 
七星管理處（8 人） 
領隊：周師文 教練：黃珍仁 管理：林雍勝 
隊長：余家榮 
隊員：林慶吉 林經倫 陳瓊瑜 陳怡安 周師文 
      黃珍仁 林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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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管理處（9 人） 
領隊：徐星豪 教練：胡奎坤 管理：黃懷逸 
隊長：羅志全 
隊員：胡奎坤 楊崇億 吳健平 李賢楷 王毓鑛 

黃耀賢 
 
新竹管理處（7 人） 
領隊：黃志福 教練：    管理：吳俊緯 
隊長：莊鎮瑋 
隊員：林昱翔 陳文宏 蘇怡安 蘇詣喬 
 
苗栗管理處（7 人） 
領隊：翁志成 教練：陳金志 管理：張慧誼 
隊長：翁志成 
隊員：陳金志 賴郁茹 邱忠賢 邱明正 陳信宏 

張慧誼 
 

臺中管理處（12 人） 
領隊：陳清峯 教練：何廷祥 管理：劉嘉惠 
隊長：洪黎勛 
隊員：許志明 邱家誠 李侑霖 林冠廷 黃淳毅  

李哲名 薛源慶 康良瑋 
 

南投管理處（13 人） 
領隊：林正忠 教練：吳克政 管理：葉杰承 
隊長：郭建岐 
隊員：洪韻淳 蔡宗雄 莊世忠 施吉賢 周思妤 
      徐煒翔 潘瑞卿 戴政宏 邱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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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管理處（12 人） 
領隊：梁國楨 教練：吳慶發 管理：陳永昌 

隊長：梁國楨 

隊員：吳慶發 陳永昌 岳曉秋 盧讚生 江德聰 

陳宣志 謝坤達 林永正 林俊杰 王順益 

林正昌 

 

雲林管理處（12 人） 
領隊：林奎裕 教練：林富元 管理：顏淑慧 

隊長：蔡和勳 

隊員：張智欽 林世豐 陳濋甯 許庭瑋 余承岳 

林蔚婷 伍彥榮 江冠杰 林富元 

 
嘉南管理處（11 人） 
領隊：黃義銘 教練：謝文憲 管理：吳永坤 

隊長：黃崇亮 

隊員：林柏村 張書瑋 張峻騰 王世欣 劉建利 

蔡鴻建 徐豪伯 謝文憲 

 

高雄管理處（12 人） 
領隊：謝啟文 教練：李淑寬 管理：吳柏榮 

隊長：陳朝興 

隊員：蘇俊霖 王敦贀 高明宏 鄒旗育 戴士傑 

吳冠延 陳昱錂 胡月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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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管理處（9 人） 
領隊：徐俊元 教練：李任哲 管理：朱文靜 

隊長：徐俊元 

隊員：李昱霆 李吳政融 李任哲 陳雅憫 黃偉倫 

孔  淵 賴杰睿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0 人） 
領隊：譚智宏 教練：鄭世才 管理：黃群耀 

隊長：黃群耀 

隊員：謝儒震 陳學國 鄭世才 徐聲曜 洪浩倫 

張哲豪 張献誠 邱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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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羽球團體賽名錄 

＜女子組5隊＞ 

農田水利署（11 人） 
領隊：洪銘德 教練：    管理：郭芳慈 
隊長：黃瓊瑤 
隊員：邱亭瑋 郭芳慈 廖珮妤 吳秀珠 郭秀筠 

胡祖怡 許慈蘭 蔡巧蓮 
 
桃園管理處（10 人） 
領隊：鍾易達 教練：羅志全 管理：李秀芳 
隊長：吳奇燕 
隊員：王秀娟 李惠珍 劉芳如 蔡素梅 黃鈺琪 
   張妍婷 
 
石門管理處（7 人） 
領隊：吳燕麗 教練：江美珍 管理：胡雅婷 
隊長：江美珍 
隊員：胡雅婷 黃慧美 賴明佳 黃梅泠 林雅君 
 
彰化管理處（12 人） 
領隊：陳耀釧 教練：陳澄科 管理：游勝任 
隊長：黃淑慧 
隊員：張琇惠 張華欣 謝佳娥 陳羽凡 蕭渝倩 

黃靖雅 何淑君 張幀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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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陳昭年 教練：蘇聖婷 管理：林連文 

隊長：侯雅芬 

隊員：陳蓓欣 陳麗雯 陳鈺雯 蔡宛容 鄭琳縈 

陳意捷 蘇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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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羽球男子團體賽賽程圖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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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羽球女子團體賽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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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羽球賽程總表 

時間 組別 場次 比賽隊伍 

09:30 

男團 1 一 瑠公管理處 苗栗管理處 

男團 2 三 嘉南管理處 農水署 

男團 3 五 雲林管理處 臺東管理處 

男團 4 七 高雄管理處 宜蘭管理處 

10:10 

男團 5 二 七星管理處 臺中管理處 

女團 1 四 農水署 彰化管理處 

女團 2 六 石門管理處 嘉南管理處 

10:40 

男團 6 一 苗栗管理處 彰化管理處 

男團 7 三 農水署 農工中心 

男團 8 五 臺東管理處 桃園管理處 

女團 3 八 彰化管理處 石門管理處 

11:20 

女團 4 二 農水署 桃園管理處 

男團 9 四 宜蘭管理處 南投管理處 

男團 10 六 臺中管理處 新竹管理處 

男團 11 八 瑠公管理處 彰化管理處 

12:00 

男團 12 一 嘉南管理處 農工中心 

男團 13 三 雲林管理處 桃園管理處 

女團 5 五 石門管理處 桃園管理處 

女團 6 七 彰化管理處 嘉南管理處 

12:40 

男團 14 二 高雄管理處 南投管理處 

男團 15 四 七星管理處 新竹管理處 

女團 7 六 桃園管理處 嘉南管理處 

女團 8 八 農水署 石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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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組別 場次 比賽隊伍 

13:10 

男團 16 一 B勝 C勝 

男團 17 三 D勝 E勝 

女團 9 五 農水署 嘉南管理處 

女團 10 七 彰化管理處 桃園管理處 

13:50 男團 18 二 A勝 (男團 16)勝 

14:10 
男團 19 一 (男團 17)敗 (男團 18)敗 

男團 20 五 (男團 17)勝 (男團 18)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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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槌球團體賽名錄 

＜7隊＞  
桃園管理處（8 人） 
領隊：李志浩 教練：羅家祥 管理：李映萱 

隊長：吳文玉 

隊員：羅家祥 許美惠 邱錦瑜 王俊華 呂玉婷 

李映萱 

 

苗栗管理處（8 人） 
領隊：林清華 教練：李坤穎 管理：賴美英 

隊長：李坤穎 

隊員：賴美英 張志琳 莊祐勝 李佩蓉 曾清棠 

陳秉賢 

 

臺中管理處（11 人） 
領隊：陳宗益 教練：謝明陽 管理：陳鴻祥 

隊長：李建平 

隊員：李永式 林金生 廖建智 羅慶州 顏貽信 

徐鳳嬌 何俊民 謝明陽 陳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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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管理處（11 人） 
領隊：陳明儀 教練：傅俊智 管理：陳柏鴻 

隊長：王慶彬 

隊員：高忠儀 吳水樹 李柏昌 謝鈺堯 鄭勝文 

      林志勝 林英泰 

 

雲林管理處（10 人） 
領隊：陳文傑 教練：呂孟橿 管理：陳文淵 

隊長：謝志煌 

隊員：李調宋 廖志聰 蔡金蒼 黃莨景 李孟憲 

林美霞 

 

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林占山 教練：楊振東 管理：張照宏 

隊長：林子筠 

隊員：廖祿原 陳明煌 黃偉翔 陳盈勳 李志翰 

張益智 楊振東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1 人） 
領隊：彭美禎 教練：梁榮元 管理：林惠雅  

隊長：彭美禎 

隊員：陳淑貞 許嘉戀 温博文 陳信安 張郁珮 

洪富國 許竹君 梁榮元 鄭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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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槌球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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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槌球 

第一場地 

場次 紅 白 裁判 

1 1 雲林 2 臺中 AB 

2 2 臺中 3 苗栗 AB 

3 3 苗栗 1 雲林 AB 

第二、三場地 
場

次 

先攻 

球隊 
方式 

後攻 

球隊 
場地 裁判 

1 4 桃園 紅 白 5 嘉南 二 CD 

1 6 農工 紅 白 7 南投 三 EF 

2 7 南投 紅 白 4 桃園 二 CD 

2 5 嘉南 紅 白 6 農工 三 EF 

3 4 桃園 猜拳 6 農工 二 CD 

3 5 嘉南 猜拳 7 南投 三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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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槌球時程表 

場次 時間 場地 備註 

開幕 08:40-09:30 成功大學  

返程與報到 09:30-10:10  
由成功大學回槌

球場報到準備 

第一場次 10:10-10:40 場地 1/2/3 初賽 

第二場次 10:50-11:20 場地 1/2/3 初賽 

第三場次 11:30-12:00 場地 1/2/3 初賽 

午餐時間 12:00-13:00  

計算初賽成績與

名次公布，複賽

抽籤 

第四場次 13:00-13:30 場地 1/2 複賽 

第五場次 13:40-14:10 
場地 1(冠亞軍) 

場地 2(季殿軍) 
決賽 

閉幕 14:10-14:40  

計算決賽成績與

名次宣布，返回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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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慢速壘球團體賽名錄 

＜8 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6 人） 
領隊：陳吉仲 教練：蔡偉皇 管理：吳黎明 

隊長：陳吉仲 

隊員：莊老達 陳俊言 吳黎明 蘇文樹 徐健中 

陳怡任 洪忠修 王東良 袁華興 蔡偉皇 

黃國欽 王聞淨 郭俊緯 王哲毅 陳昱君 

 

宜蘭管理處（14 人） 
領隊：林亞麟 教練：林聖豪 管理：曾秋碧 

隊長：林亞麟 

隊員：許懿尹 江佳佑 王永賢 陳昆安 黃文俊 

林威廷 陳駿毅 林聖豪 徐子堯 莊家穠 

池書鶴 黃郁翔 曾秋碧  

 

雲林管理處（20 人） 
領隊：曾凱頎 教練：吳仁耀 管理：林岑惠 

隊長：吳仁耀 

隊員：陳思嘉 陳世林 魏勝憲 呂俊曄 吳柏勳 

張育峯 張柏羣 吳威儒 吳承軒 林子舜 

張庭瑞 劉基生 莊家緯 程羿凱 王人鋒 

林正傑 張茵蕎 林岑惠 

 

59



彰化管理處（20 人） 
領隊：徐瑞旻 教練：謝綠芬 管理：張文良 

隊長：胡高榜 

隊員：徐瑞旻 李維熙 張芳嘉 劉偉昌 施議順 

李鴻毅 劉坤樹 王嘉瑩 施漢鵬 蔣尚霖 

李壹帆 蔡龍井 賴瓊珠 羅文賢 周俊緯 

林津生 周聚鈿 

 

嘉南管理處（20 人） 
領隊：劉業主 教練：毛坤淵 管理：趙貴良 

隊長：楊天富 

隊員：蔡森泰 李宗哲 李建志 林錦源 許正典 

張榮華 陳志雄 陳敏芳 葉俊宏 王柏盛  

盧一精 張倖耀 許志安 林 拓 陳新吉 

郭慧豊 毛坤淵 

 

臺東管理處（15 人） 
領隊：莊進忠 教練：潘料楊 管理：劉致瑩 

隊長：莊進忠 

隊員：潘料楊 吳武峰 邱垂燃 陳威儒 黃翊閎 

陳泓瑞 賴宇寅 胡仲瑋 許振祐 周勃伸 

陳柏宇 徐瑞祥 劉致瑩 林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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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管理處（15 人） 
領隊：張益隆 教練：賴志峯 管理：陳厚文 

隊長：黎碧宏 

隊員：賴志峯 陳厚文 穆季遠 李建聖 林芳豪 

林進敏 陳評順 唐士超 徐明靖 涂冠群 

歐中鼎 周宗亮 蔡承嶧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5 人） 
領隊：譚智宏 教練：劉時偉 管理：何  敏 

隊長：王泰盛 

隊員：蔡祐竹 梁泓程 姜世偉 林于權 林威龍 

黃智清 陳建宏 黃鈺涵 錢立豪 劉時偉 

何 敏 張慧嫺 吳浩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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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慢速壘球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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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慢壘賽程總表 
場次 時間 文中 A 文中 B 

1 8:00 宜蘭~臺東 雲林~農工 

2 9:00 花蓮~彰化 雲林~嘉南 

3 10:00 彰化~宜蘭 農委會~農工 

4 11:00 臺東~花蓮 農委會~嘉南 

5 12:00 臺東~彰化 農工~嘉南 

6 13:00 宜蘭~花蓮 農委會~雲林 

7 14:00 A1~B2 B1~A2  

8 15:00 冠軍戰 季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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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800公尺大隊接力團體賽名錄 

＜5 隊＞ 
農田水利署（12 人） 
領隊：蔡昇甫 教練：蔡巧蓮 管理：許慈蘭 

隊長：楊凱鈞 

隊員：許慈蘭 郭秀筠 邱亭瑋 柯雅卿 蔡成昌 

廖國淳 陳彥旭 羅紹軒 賴侑君 

 

石門管理處（13 人） 
領隊：林昆賢 教練：沈玉婷 管理：吳欣俞 

隊長：李晏全 

隊員：莊峻瑋 詹前毅 陳俊傑 林雅莉 呂婕箏 

廖曉君 沈玉婷 吳欣俞 徐少唯 鍾 瑩 

李裴如 

 

南投管理處（12 人） 
領隊：江誼庭 教練：鄭居倉 管理：林志敏 

隊長：江誼庭 

隊員：江岳勳 黃劼暉 廖冠評 林宗緯 陳怡秀 

      施秋蓉 洪嘉妤 林盈睿 張家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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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管理處（12 人） 
領隊：王復生 教練：王復生 管理：郭永郎 

隊長：黃士銘 

隊員：郭俊廷 許光維 李柏澍 洪啓益 李珮瑩 

汪昕慧 翁敏惠 蔡欣妤 陳靜玉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4 人） 
領隊：張雅婷 教練：官大鼎 管理：陳怡君 

隊長：黃振昌 

隊員：楊建銘 洪若彬 王昶升 簡靖淩 楊淑惠 

曾品潔 陳美秀 容家萱 謝孟芯 李 越 

官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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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定點投籃名錄 

＜14隊＞ 
農田水利署（14 人） 
領隊：蔡昇甫  教練：陳衍源  管理：陳潔 

隊長：蔡昇甫 

隊員：蔡政諺 楊凱鈞 陳 潔 朱志彬 張書唐 

林思妤 朱婕綸 馬婷若 廖姿婷 楊馥寧 

梁秋萍 

 

宜蘭管理處（10 人） 
領隊：黃庭郁 教練：林益弘 管理：林婉如 

隊長：游正鈿 

隊員：王正基 余忠霖 林益弘 林正順 朱宏仁 

林婉如 黃庭郁 林明毅 朱凡樺 

 

北基管理處（12 人） 
領隊：李國川 教練：鄭勝賢 管理：江彰鈞 

隊長：莊聖敏 

隊員：方家堃 李宗霖 陳佳駿 王明諺 彭愉婕 

楊秀碧 陳宥辰 徐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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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管理處（10 人） 
領隊：周師文 教練：吳錦芳 管理：許哲銘 

隊長：周沛貽 

隊員：陳科銘 吳惟敬 廖琇君 莊郁貞 陳協君 

潘玉柳 周師文 吳錦芳 許哲銘 

 

桃園管理處（14 人） 
領隊：呂財榮 教練：張添榮 管理：莊育筌 

隊長：張銘安 

隊員：廖鴻文 張宥勝 蔡明翰 徐明維 許元盛 

李侑勳 莊育筌 黃宏洋 羅振優 林昆瑩 

楊志翔 

 

石門管理處（13 人） 
領隊：呂佳玲 教練：陳莉玲 管理：羅浩文 

隊長：莊峻瑋 

隊員：詹前毅 姜世棋 莊英勝 張鶴齡 廖曉君 

沈玉婷 吳欣俞 鍾 瑩 李裴如 呂佳玲 

陳莉玲 

 

新竹管理處（10 人） 
領隊：童憶茹 教練：    管理：賴穎萱 

隊長：陳惠資 

隊員：段智懷 黃琬芝 張靖宜 林以雯 劉興聲 

陳鴻鈞 周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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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管理處（13 人） 
領隊：劉麗玲 教練：謝佩彎 管理：孫慧雯 

隊長：謝佩彎 

隊員：徐珮菁 徐佩妤 吳丹楓 劉旻彥 何寶珠 

傅渼淳 李潮宗 楊紹昌 賴鶴元 吳宇軒 

 

南投管理處（14 人） 
領隊：江誼庭 教練：鄭居倉 管理：林志敏 

隊長：陳逸凡 

隊員：廖冠評 江岳勳 黃劼暉 林宗緯 林盈睿 

黃怡甄 張家綸 施秋蓉 洪嘉妤 白瑋廷 

江誼庭 

 

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邱儀婷 教練：曾秝誼 管理：陳美玲 

隊長：邱儀婷 

隊員：曾秝誼 陳美玲 林渝君 陳奕斌 吳淑媛 

徐淑敏 黃志盛 陳翊華 謝佩錦 

 

高雄管理處（13 人） 
領隊：梁繼友 教練：傅御榕 管理：林冠妤 

隊長：蔡弘滿 

隊員：邱宥心 呂宗憲 王淑瓊 陳正寵 李政達 

黃浚家 陳國卿 林志龍 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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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管理處（10 人） 
領隊：黃信茗 教練：侯承昀 管理：郭永郎 

隊長：王復生 

隊員：黃信茗 侯承昀 王瑞源 胡龍耀 郭永郎 

葉淑芬 潘美鳳 張文虎 黃士銘 

 

花蓮管理處（13 人） 
領隊：蕭寶淵 教練：葉淑美 管理：吳春鳳 

隊長：葉淑美 

隊員：林綵騏 王顥纁 楊彩郁 賴百專 彭麗華 

陳偉誠 吳明儒 王昱謹 李文榮 吳春鳳 

薛治宏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5 人） 
領隊：洪國浩 教練：江長釗 管理：康秀雯 

隊長：潘麗慧 

隊員：李秉學 周緯俊 陳國樺 林晉陞 許勝銓 

徐嬿茹 蔡依倩 翁懿凡 林晨芝 詹皇祥 

高郡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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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持球競快團體賽名錄 

＜13隊＞ 
農田水利署（14 人） 
領隊：蔡昇甫  教練：林國華  管理：李翠芬 

隊長：朱孝恩 

隊員：唐晨欣  柯雅卿 李國維 李麗娟 李翠芬 

蕭鈺茹  賴侑君 蔡成昌 林靜怡  葉珮芳 

賴旻宏 

 

 

北基管理處（12 人） 
領隊：戴聖宏 教練：李國川 管理：陳宥辰 

隊長：徐世忠 

隊員：莊聖敏 吳承達 方家堃 李宗霖 彭愉婕 

潘美秀 陳佳駿 王明諺 

 

七星管理處（10 人） 
領隊：吳錦芳 教練：許哲銘 管理：周沛貽 

隊長：陳科銘 

隊員：吳惟敬 廖琇君 莊郁貞 陳協君 曾紫雲 

潘玉柳 吳錦芳 許哲銘 周沛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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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管理處（13 人） 
領隊：呂財榮 教練：張添榮 管理：莊育筌 

隊長：張銘安 

隊員：廖鴻文 張宥勝 黃志正 徐明維 李侑勳 

呂財榮 黃宏洋 羅振優 林昆瑩 吳億龍 

莊育筌 

 

石門管理處（14 人） 
領隊：孫瓊芳 教練：李晏全 管理：陳莉玲 

隊長：溫漢章 

隊員：李晏全 吳振枝 廖曉君 鍾 瑩 鍾芳宜 

徐少唯 沈玉婷 李裴如 吳欣俞 莊英勝 

張鶴齡 

 

新竹管理處（10 人） 
領隊：邱文鴻 教練：    管理：賴穎萱 

隊長：林友德 

隊員：陳惠資 林慶恩 李美燕 白鵑鳳 許愛紘 

林以雯 黃瑋俐 

 

苗栗管理處（12 人） 
領隊：李秉焜 教練：謝佩彎 管理：賴宜君 

隊長：謝佩彎 

隊員：徐珮菁 徐佩妤 吳丹楓 劉旻彥 何寶珠 

傅渼淳 李潮宗 楊紹昌 賴鶴元 賴宜君 

吳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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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管理處（15 人） 
領隊：江誼庭 教練：鄭居倉 管理：林志敏 

隊長：黃劼暉 

隊員：江岳勳 林盈睿 陳逸凡 林宗緯 張家綸 

黃怡甄 陳思伊 白瑋廷 施秋蓉 洪嘉妤 

廖冠評 

 

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顏美智 教練：謝蕙蔆 管理：林瑋宣 

隊長：顏美智 

隊員：謝蕙蔆 林瑋宣 鍾品涵 蕭秀英 黃輝梃 

張乃菁 黃繻萱 楊麗珠 陳佩琴 

 

高雄管理處（13 人） 
領隊：王允杉 教練：郭俊輝 管理：金宜姍 

隊長：黃順龍 

隊員：陳志文 詹依靜 柯韋誠 王姿藼 陳慶壕 

林淵常 詹日正 吳仲穆 方祥安 

 

屏東管理處（12 人） 
領隊：王復生 教練：王復生 管理：郭永郎 

隊長：黃士銘 

隊員：郭俊廷 許光維 李柏澍 洪啓益 李珮瑩 

汪昕慧 翁敏惠 蔡欣妤 陳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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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管理處（13 人） 
領隊：蕭寶淵 教練：潘素玲 管理：吳春鳳 

隊長：潘素玲 

隊員：吳昱錦 沈悅涵 吳春鳳 陳筱薇 賴百專 

蔡書玄 吳俊明 巫賢仁 林育賢 葉淑美 

薛治宏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5 人） 
領隊：洪國浩 教練：江長釗 管理：康秀雯 

隊長：潘麗慧 

隊員：陳國樺 周緯俊 詹皇祥 李秉學 徐士桓 

徐嬿茹 江季旻 謝堉溱 徐珀芬 蘇家陞 

張瓊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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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時代巨輪團體賽名錄 

＜11隊＞ 
宜蘭管理處（10 人） 
領隊：林明毅 教練：林婉如 管理：吳佩家 
隊長：林明毅 
隊員：葉信暉 朱宏仁 鄭靖翰 曾莛鈞 朱凡樺 

林婉如 黃庭郁 吳佩家 游靜君 
 
北基管理處（12 人） 
領隊：鄭勝賢 教練：戴聖宏 管理：陳宥辰 
隊長：江彰鈞 
隊員：徐世忠 吳承達 陳佳駿 王明諺 潘美秀 

楊秀碧 方家堃 李宗霖 
 

七星管理處（10 人） 
領隊：吳錦芳 教練：許哲銘 管理：周沛貽 
隊長：陳科銘 
隊員：吳惟敬 廖琇君 莊郁貞 陳協君 曾紫雲 

潘玉柳 吳錦芳 許哲銘 周沛貽 
 

桃園管理處（13 人） 
領隊：呂財榮 教練：張添榮 管理：莊育筌 
隊長：張銘安 
隊員：廖鴻文 張宥勝 張添榮 徐明維 羅振優 

李侑勳 呂財榮 黃宏洋 吳億龍 黃志正 
蔡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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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管理處（14 人） 
領隊：黃美慧 教練：溫漢章 管理：廖曉君 

隊長：白益豐 

隊員：許陳炎 羅浩文 詹前毅 莊峻瑋 莊英勝 

張鶴齡 溫漢章 徐少唯 鍾芳宜 李建良 

徐登輝 

 
 
新竹管理處（10 人） 
領隊：楊德川 教練：    管理：劉昌鈿 

隊長：鄭家豪 

隊員：林慶恩 陳鴻鈞 許愛紘 李建章 黃瑋俐 

周明倫 黃琬芝 

 
南投管理處（14 人） 
領隊：江誼庭 教練：鄭居倉 管理：林志敏 

隊長：江誼庭 

隊員：施秋蓉 洪嘉妤 陳思伊 陳怡秀 張家綸 

廖冠評 陳逸凡 黃劼暉 江岳勳 林盈睿 

林宗緯  

 

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張乃菁 教練：黃輝梃 管理：楊麗珠 

隊長：張乃菁 

隊員：黃輝梃 楊麗珠 顏美智 謝蕙蔆 黃志盛 

鍾品涵 徐淑敏 謝佩錦 陳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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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管理處（12 人） 
領隊：王復生 教練：王復生 管理：郭永郎 

隊長：黃士銘 

隊員：郭俊廷 許光維 李柏澍 洪啓益 李珮瑩 

汪昕慧 翁敏惠 蔡欣妤 陳靜玉 

 

花蓮管理處（13 人） 
領隊：蕭寶淵 教練：陳偉誠 管理：蕭惠宜 

隊長：陳偉誠 

隊員：蕭寶淵 巫賢仁 林育賢 王昱謹 李文榮 

吳明儒 潘素玲 曾子菱 吳昱錦 吳俊明 

薛治宏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5 人） 
領隊：洪國浩 教練：江長釗 管理：康秀雯 

隊長：潘麗慧 

隊員：陳國樺 李秉學 詹皇祥 顏守韓 徐士桓 

廖倍滋 翁懿凡 張慈舫 林秀蓁 林晉陞 

許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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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盤球接力團體賽名錄 

＜9隊＞ 
桃園管理處（12 人） 
領隊：呂財榮 教練：張添榮 管理：莊育筌 

隊長：張銘安 

隊員：廖鴻文 張宥勝 張添榮 徐明維 李侑勳 

呂財榮 莊育筌 吳億龍 林昆瑩 羅振優 

許元盛 

 

石門管理處（13 人） 
領隊：林昆賢 教練：許陳炎 管理：白益豐 

隊長：許陳炎 

隊員：詹前毅 莊峻瑋 溫漢章 白益豐 羅浩文 

吳振枝 莊英勝 張鶴齡 陳俊傑 陳念勛 

姜世棋 

 

新竹管理處（11 人） 
領隊：劉昌鈿 教練：    管理：楊德川 

隊長：簡大為 

隊員：邱文鴻 林慶恩 劉興聲 林友德 白鵑鳳 

段智懷 李美燕 胡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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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管理處（13 人） 
領隊：劉麗玲 教練：謝佩彎 管理：孫慧雯 

隊長：謝佩彎 

隊員：徐珮菁 徐佩妤 吳丹楓 劉旻彥 何寶珠 

傅渼淳 李潮宗 楊紹昌 賴鶴元 孫慧雯 

吳宇軒 

 

嘉南管理處（10 人） 
領隊：吳淑媛 教練：陳奕斌 管理：蕭秀英 

隊長：吳淑媛 

隊員：陳奕斌 蕭秀英 林瑋宣 邱儀婷 曾秝誼 

陳美玲 林渝君 陳佩琴 黃繻萱 

 

高雄管理處（13 人） 
領隊：盧建成 教練：萇紹然 管理：戴雅琴 

隊長：林武昇 

隊員：蔡勝荃 林天雄 謝永諭 莊明昇 詹淑蓉 

林景新 呂明德 蔡秀華 劉麗梅 

 

屏東管理處（11 人） 
領隊：王復生 教練：王復生 管理：郭永郎 

隊長：黃士銘 

隊員：郭俊廷 許光維 李柏澍 洪啓益 李珮瑩 

汪昕慧 翁敏惠 蔡欣妤 陳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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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管理處（13 人） 
領隊：蕭寶淵 教練：蔡書玄 管理：吳春鳳 

隊長：蔡書玄 

隊員：蕭寶淵 彭麗華 吳俊明 葉淑美 林綵騏 

陳筱薇 沈悅涵 楊彩郁 曾子菱 李文榮 

薛治宏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15 人） 
領隊：洪國浩 教練：江長釗 管理：康秀雯 

隊長：潘麗慧 

隊員：許勝銓 林晉陞 徐士桓 周緯俊 顏守韓 

張惠婷 張瓊姿 高郡汝 簡嘉儀 蘇家陞 

林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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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 
趣味競賽賽程及時間表 

09:10-09:20 800 公尺大隊接力-檢錄 

09:20-09:30 競賽活動 

跑道 單位 成績 名次 

1 石門管理處   

2 屏東管理處   

3 南投管理處   

4 農工中心   

5 農田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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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00 定點投籃-檢錄 

10:00-10:20 競賽活動 

序號 單位 成績 名次 

1 農田水利署   

2 宜蘭管理處   

3 北基管理處   

4 七星管理處   

5 桃園管理處   

6 石門管理處   

7 新竹管理處   

8 苗栗管理處   

9 南投管理處   

10 嘉南管理處   

11 高雄管理處   

12 屏東管理處   

13 花蓮管理處   

14 農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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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50 持球競快-檢錄 

10:50-11:10 競賽活動 

序號 單位 成績 名次 

1 農田水利署   

2 北基管理處   

3 七星管理處   

4 桃園管理處   

5 石門管理處   

6 新竹管理處   

7 苗栗管理處   

8 南投管理處   

9 嘉南管理處   

10 高雄管理處   

11 屏東管理處   

12 花蓮管理處   

13 農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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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40 盤球接力-檢錄 

11:40-12:00 競賽活動 

序號 單位 成績 名次 

1 桃園管理處   

2 石門管理處   

3 新竹管理處   

4 苗栗管理處   

5 嘉南管理處   

6 高雄管理處   

7 屏東管理處   

8 花蓮管理處   

9 農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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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40 時代巨輪-檢錄 

13:40-14:00 競賽活動 

序號 單位 成績 名次 

1 宜蘭管理處   

2 北基管理處   

3 七星管理處   

4 桃園管理處   

5 石門管理處   

6 新竹管理處   

7 南投管理處   

8 嘉南管理處   

9 屏東管理處   

10 花蓮管理處   

11 農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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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屆農田水利杯錦標賽成績統計表  

競 賽 項 目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軟式網球團體賽    

硬式網球團體賽    

桌球男子團體賽    

桌球女子團體賽    

羽球男子團體賽    

羽球女子組團體賽    

槌球團體賽    

慢速壘球團體賽    

趣味競賽-定點投籃    

趣味競賽-持球競快    

趣味競賽-盤球接力    

趣味競賽-時代巨輪    

趣味競賽-800M大隊接力    

精神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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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1 2

農田水利署 1 1 1 1 1 5

宜蘭管理處 1 1 1 1 1 1 1 7

北基管理處 1 1 1 3

瑠公管理處 1 1

七星管理處 1 1 1 1 1 5

桃園管理處 1 2 1 1 1 1 1 1 1 1 11

石門管理處 1 1 1 1 1 1 1 7

新竹管理處 1 1 1 1 1 5

苗栗管理處 1 1 1 1 1 1 6

臺中管理處 1 1 1 1 4

南投管理處 1 1 1 1 1 1 1 1 1 9

彰化管理處 1 1 1 1 1 1 6

雲林管理處 1 1 1 1 1 1 6

嘉南管理處 1 1 1 1 1 1 1 1 1 1 10

高雄管理處 1 2 1 1 1 1 7

屏東管理處 1 1 1 1 1 1 1 1 8

臺東管理處 1 1 1 3

花蓮管理處 1 1 1 1 1 5

農工中心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合   計 4 5 14 11 15 5 7 8 14 5 13 11 9 119

趣味競賽
定點投籃

趣味競賽
800M
大隊接力

     競賽項目

          (隊)

   單位

趣味競賽
時代巨輪

趣味競賽
持球競快

第57屆水利杯錦標賽參賽隊數統計表

男子
硬網

男子
桌球

女子
桌球

男子
羽球

女子
羽球

槌球
慢速
壘球

男子
軟網

趣味競賽
盤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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