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

籃球 羽球場地長租抽籤結果
正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1/29(一) ～ 110/12/10(五)20:00截止
備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2/11(六) ～ 110/12/17(五)20:00截止
報到請持中籤者身分證正本至中心六樓櫃台辦理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報到手續視同放棄中籤資格，請球友特別留意。
電話洽詢(02)23963358分機601、602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林○丙 K1xxxxx727

中籤順序

正取第七場次(18-20)

彭○琳 C2xxxxx644 正取

馬○辰 A2xxxxx680 備取

廖○皓 F1xxxxx803 備取

第八場次(20-22)

星

期

一

陳○寧 F2xxxxx176 正取第七場次(18-20)

袁○玲 A2xxxxx485 正取

謝○安 F2xxxxx785 備取

任○宏 F1xxxxx651 備取

第八場次(20-22)

星

期

二

李○儀 A1xxxxx920 正取第七場次(18-20)

陳○美 A2xxxxx725 正取

王○宏 A1xxxxx399 備取

黃○達 A1xxxxx812 備取

第八場次(20-22)

星

期

五

張○婷 A2xxxxx571 正取

黃○博 H1xxxxx693 備取
第七場次(18-20)

林○宏 A1xxxxx302 正取

吳○玫 A2xxxxx923 備取

蔡○昀 A2xxxxx103 備取

第八場次(20-22)

星

期

三

褚○宇 F2xxxxx652 正取

孫○ T1xxxxx250 備取
第七場次(18-20)

陳○孜 C1xxxxx655 正取

許○琮 E1xxxxx329 備取

文○仰 N1xxxxx081 備取

第八場次(20-22)

星

期

四

籃球 場次

羽球星期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林○涵 A1xxxxx830

中籤順序

正取

郭○琴 A2xxxxx846 正取

李○齊 H1xxxxx813 正取

劉○函 A2xxxxx413 備取

場地

B

張○榮 P1xxxxx849 備取

第三場次
(10-12)

C

D

盧○英 H2xxxxx200 正取

洪○菱 W2xxxxx647 正取

池○華 A2xxxxx154 備取

潘○樺 F1xxxxx832 備取

B

第六場次
(16-18)

C

黃○賢 F1xxxxx927 正取

陳○鴻 L1xxxxx308 正取

黃○萩 F2xxxxx552 備取

陳○芳 A2xxxxx117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劉○慈 E2xxxxx736 正取

簡○玲 H2xxxxx796 正取

侯○玟 A2xxxxx572 正取

黃○郎 R1xxxxx201 備取

B

陳○堯 A1xxxxx007 備取

第四場次
(12-14)

C

D

張○帆 F2xxxxx747 正取

田○義 H1xxxxx951 正取

張○翔 A1xxxxx576 正取

靳○婷 F2xxxxx670 正取

B

陳○弘 A1xxxxx233 備取

林○賢 C1xxxxx425 備取

第七場次
(18-20)

C

D

E

陳○維 F1xxxxx301 正取

莊○國 A1xxxxx774 正取

楊○浩 A1xxxxx891 正取

鄭○瑋 C1xxxxx486 正取

B

魏○婷 A2xxxxx009 備取

溫○玉 S2xxxxx632 備取

第八場次
(20-22)

C

D

E



111年度

羽球場地長租抽籤結果
正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1/29(一) ～ 110/12/10(五)20:00截止

備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2/11(六) ～ 110/12/17(五)20:00截止

報到請持中籤者身分證正本至中心六樓櫃台辦理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報到手續視同放棄中籤資格，請球友特別留意。

電話洽詢(02)23963358分機601、602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曾○之 A2xxxxx159

中籤順序

正取

呂○恩 A1xxxxx925 正取

葉○宏 A1xxxxx821 正取

林○亭 B2xxxxx630 備取

場地

B

廖○婷 A2xxxxx145 備取

第三場次
(10-12)

C

D

凌○志 A1xxxxx855 正取

劉○ A1xxxxx052 正取

游○惠 A2xxxxx165 備取

李○騰 F1xxxxx719 備取

B

第六場次
(16-18)

C

楊○妤 F2xxxxx222 正取

黃○ N2xxxxx272 正取

李○璜 A1xxxxx587 備取

游○隆 G1xxxxx481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徐○芬 H2xxxxx932 正取

單○興 U1xxxxx144 正取

B第四場次
(12-14) C

陳○航 A1xxxxx902 正取

曾○庭 J2xxxxx235 正取

張○方 A1xxxxx805 正取

戴○權 F1xxxxx460 正取

B

陳○華 A2xxxxx786 備取

鄒○凡 F1xxxxx960 備取

第七場次
(18-20)

C

D

E

駱○伯 A1xxxxx659 正取

李○雯 A2xxxxx163 正取

林○州 A1xxxxx419 正取

李○興 D1xxxxx468 正取

B

林○信 F1xxxxx294 備取

?○猷 A1xxxxx531 備取

第八場次
(20-22)

C

D

E

羽球星期三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高○琪 A1xxxxx379

中籤順序

正取

陳○仰 G1xxxxx411 正取

陳○妤 A2xxxxx978 正取

章○昌 A1xxxxx769 備取

場地

B

王○祥 C2xxxxx250 備取

第三場次
(10-12)

C

D

張○誠 F1xxxxx940 正取

鍾○兆 J1xxxxx660 正取

郭○裕 A1xxxxx312 備取

洪○河 N1xxxxx961 備取

B

第六場次
(16-18)

C

林○正 F1xxxxx030 正取

蘇○雅 J2xxxxx446 正取

吳○豪 A1xxxxx696 備取

葉○毅 A1xxxxx755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謝○祥 F1xxxxx473 正取

孫○ A2xxxxx668 正取

B第四場次
(12-14) C

蔡○潭 N1xxxxx849 正取

魏○葆 A1xxxxx932 正取

洪○絃 A1xxxxx041 正取

楊○翰 C1xxxxx845 正取

B

屈○麗 A2xxxxx676 備取

石○卿 B2xxxxx393 備取

第七場次
(18-20)

C

D

E

侯○修 F1xxxxx705 正取

葉○明 F1xxxxx876 正取

楊○權 A1xxxxx301 正取

陳○至 Q1xxxxx319 正取

B

李○穎 C2xxxxx585 備取

許○駿 A1xxxxx080 備取

第八場次
(20-22)

C

D

E

羽球星期二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劉○耀 A1xxxxx695

中籤順序

正取

劉○ F2xxxxx582 正取

張○翰 P1xxxxx007 正取

劉○禮 A2xxxxx189 備取

場地

B

林○琴 N2xxxxx428 備取

第三場次
(10-12)

C

D

方○珍 A2xxxxx585 正取

陳○元 F1xxxxx211 正取

鍾○惠 P2xxxxx143 備取

蕭○麟 Q1xxxxx211 備取

B

第六場次
(16-18)

C

田○容 G2xxxxx723 正取

張○鋐 F1xxxxx503 正取

吳○玲 C2xxxxx633 備取

姚○貞 A2xxxxx970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江○好 F2xxxxx363 正取

陳○銘 F1xxxxx318 正取

B

第四場次
(12-14)

C

戴○翰 U1xxxxx514 正取

郭○仁 U1xxxxx715 備取

D

陳○甫 Y1xxxxx216 備取

林○彤 O2xxxxx570 正取

徐○ A2xxxxx417 正取

顏○傑 A1xxxxx213 正取

B

洪○俊 A1xxxxx756 備取

鄭○予 P2xxxxx371 備取

第七場次
(18-20)

C

D

張○婷 A2xxxxx436 正取

陳○寬 A1xxxxx271 正取

周○俄 A2xxxxx786 正取

王○豪 A1xxxxx191 正取

B

呂○貞 F2xxxxx302 備取

鄭○真 T2xxxxx074 備取

第八場次
(20-22)

C

D

E

羽球星期四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易○君 U1xxxxx148

中籤順序

正取

胡○妏 A2xxxxx444 正取

呂○賢 A1xxxxx815 正取

廖○如 A2xxxxx237 備取

場地

B

李○蘭 A2xxxxx292 備取

第三場次
(10-12)

C

D

王○樵 C2xxxxx019 正取

朱○嘉 F1xxxxx562 正取

劉○瑜 K2xxxxx403 備取

謝○葦 F2xxxxx531 備取

B

第六場次
(16-18)

C

吳○麗 N2xxxxx712 正取

陳○君 S2xxxxx980 正取

顏○錦 T2xxxxx834 備取

趙○中 F1xxxxx010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陳○健 C1xxxxx456 正取

王○豪 A1xxxxx649 正取

B

第四場次
(12-14)

C

支○明 A2xxxxx746 正取

陳○儒 L2xxxxx680 備取

D

賴○芬 A2xxxxx096 正取

許○珊 H2xxxxx500 正取

張○君 A2xxxxx995 正取

B

廖○妙 P2xxxxx286 備取

張○方 A2xxxxx309 備取

第七場次
(18-20)

C

D

簡○瑄 G2xxxxx280 正取

李○玲 F2xxxxx605 正取

丘○龍 V1xxxxx931 正取

吳○芸 A2xxxxx777 正取

B

馮○珠 R2xxxxx120 備取

洪○雄 A1xxxxx966 備取

第八場次
(20-22)

C

D

E

羽球星期五

111年度

羽球場地長租抽籤結果
正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1/29(一) ～ 110/12/10(五)20:00截止

備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2/11(六) ～ 110/12/17(五)20:00截止

報到請持中籤者身分證正本至中心六樓櫃台辦理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報到手續視同放棄中籤資格，請球友特別留意。

電話洽詢(02)23963358分機601、602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陳○璋 A1xxxxx554

中籤順序

正取

張○峰 D1xxxxx371 正取

高○閔 A1xxxxx963 正取

李○緯 A2xxxxx602 備取

場地

B

陳○芳 H2xxxxx706 備取

第一場次
(06-08)

C

D

陳○邦 P1xxxxx722 正取

楊○志 F1xxxxx330 正取

B

第二場次
(08-10)

C

陳○成 F1xxxxx758 備取

周○綸 B1xxxxx771 備取

蕭○慈 N2xxxxx092 正取

呂○融 K1xxxxx617 正取

B

第五場次
(14-16)

C

李○瑩 L2xxxxx280 備取

林○育 F2xxxxx513 備取

鄭○元 A1xxxxx756 正取

洪○惠 A2xxxxx682 正取

B

第八場次
(20-22)

C

F1xxxxx158 正取

黃○青 G2xxxxx986 備取

湯○甯 K1xxxxx982 備取

陳○天 A1xxxxx794 正取

區○文 F1xxxxx578 正取

B

第七場次
(18-20)

C

羅○旭 H1xxxxx008 備取

廖○成 A1xxxxx372 備取

蔡○承 F1xxxxx428 正取

陳○誠 A1xxxxx560 備取

B
第三場次

(10-12)
林○慈 A2xxxxx554 備取

杜○榮 Q1xxxxx924 正取

陳○秀 A1xxxxx220 備取

B
第四場次

(12-14)
陳○生 R1xxxxx227 備取

D 吳○陞

羽球星期六

場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郭○棠 F1xxxxx248

中籤順序

正取

吳○瑜 C2xxxxx712 正取

場地

B第一場次
(06-08) C

李○宏 N1xxxxx292 正取

謝○煌 F1xxxxx432 正取

B

第二場次
(08-10)

C

羅○婕 A2xxxxx981 備取

湯○文 F2xxxxx541 備取

張○馨 O2xxxxx175 正取

徐○烽 M1xxxxx242 備取

B
第五場次

(14-16)
方○智 A1xxxxx310 備取

邱○芸 A2xxxxx233 正取

王○增 A1xxxxx829 正取

B

第八場次
(20-22)

C

莊○君 H2xxxxx763 備取

陳○媛 A2xxxxx908 備取

顏○芬 Q2xxxxx818 正取

丁○芝 P2xxxxx037 備取

B
第三場次

(10-12)
黃○喻 I2xxxxx147 備取

陳○予 A1xxxxx699 正取

湯○薇 A2xxxxx804 備取

C

林○泓 L1xxxxx973 正取B

第四場次
(12-14)

林○川 C1xxxxx293 備取

羽球星期日

111年度

羽球場地長租抽籤結果
正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1/29(一) ～ 110/12/10(五)20:00截止

備取報到繳費時間為：110/12/11(六) ～ 110/12/17(五)20:00截止

報到請持中籤者身分證正本至中心六樓櫃台辦理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報到手續視同放棄中籤資格，請球友特別留意。

電話洽詢(02)23963358分機601、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