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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級級級級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 

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北一區北一區北一區北一區    北二北二北二北二區區區區    第二區第二區第二區第二區    第三區第三區第三區第三區    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    第五區第五區第五區第五區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臺北體院臺北體院臺北體院臺北體院    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    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    雲林科大雲林科大雲林科大雲林科大    屏東教大屏東教大屏東教大屏東教大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東華大學東華大學東華大學東華大學    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    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僑光科大僑光科大僑光科大僑光科大    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高苑科大高苑科大高苑科大高苑科大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蘭陽學院蘭陽學院蘭陽學院蘭陽學院    德霖學院德霖學院德霖學院德霖學院    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    中州科大中州科大中州科大中州科大    臺南大學臺南大學臺南大學臺南大學    大仁科大大仁科大大仁科大大仁科大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聖約翰科大聖約翰科大聖約翰科大聖約翰科大    經國學院經國學院經國學院經國學院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臺中教大臺中教大臺中教大臺中教大    大同學院大同學院大同學院大同學院    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女女女女生組生組生組生組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級級級級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 

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體大體大體大體大    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東南科大東南科大東南科大東南科大    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嘉藥科大嘉藥科大嘉藥科大嘉藥科大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國北教大國北教大國北教大國北教大    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    正修科大正修科大正修科大正修科大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    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 

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第一區第一區第一區第一區    第二區第二區第二區第二區    第三區第三區第三區第三區    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    第五區第五區第五區第五區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臺北科大臺北科大臺北科大臺北科大    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    臺中科大臺中科大臺中科大臺中科大    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    朝陽科大朝陽科大朝陽科大朝陽科大    南台科大南台科大南台科大南台科大    陸軍官校陸軍官校陸軍官校陸軍官校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嘉義大學嘉義大學嘉義大學嘉義大學    屏東科大屏東科大屏東科大屏東科大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    中央警大中央警大中央警大中央警大    中州科大中州科大中州科大中州科大    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    高醫大學高醫大學高醫大學高醫大學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海洋大學海洋大學海洋大學海洋大學    元智大學元智大學元智大學元智大學    修平科大修平科大修平科大修平科大    南應科大南應科大南應科大南應科大    高高高高苑科大苑科大苑科大苑科大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    明新科大明新科大明新科大明新科大    僑光科大僑光科大僑光科大僑光科大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第一科大第一科大第一科大第一科大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亞東學院亞東學院亞東學院亞東學院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中國醫大中國醫大中國醫大中國醫大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正修科大正修科大正修科大正修科大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臺灣師大臺灣師大臺灣師大臺灣師大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勤益科大勤益科大勤益科大勤益科大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中山大學中山大學中山大學中山大學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女女女女生組生組生組生組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各分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優勝名單 

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第一區第一區第一區第一區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區區區區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區區區區    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第四區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區區區區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臺北體院臺北體院臺北體院臺北體院    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國立體大    朝陽科大朝陽科大朝陽科大朝陽科大    雲林科大雲林科大雲林科大雲林科大    高醫大學高醫大學高醫大學高醫大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嶺東科大嶺東科大嶺東科大嶺東科大    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高雄師大高雄師大高雄師大高雄師大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    桃創學院桃創學院桃創學院桃創學院    臺中教大臺中教大臺中教大臺中教大    南台科大南台科大南台科大南台科大    陸軍官校陸軍官校陸軍官校陸軍官校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    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    中國醫大中國醫大中國醫大中國醫大    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    文藻學院文藻學院文藻學院文藻學院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致理學院致理學院致理學院致理學院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東海大學東海大學東海大學東海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臺北科大臺北科大臺北科大臺北科大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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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男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男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男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男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 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 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中科臺中科臺中科臺中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環球科環球科環球科環球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藝臺灣藝臺灣藝臺灣藝術術術術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德霖德霖德霖德霖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雲林科雲林科雲林科雲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北科臺北科臺北科臺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高雄師高雄師高雄師高雄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大學臺南大學臺南大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名名名名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名名名名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高苑科高苑科高苑科高苑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名名名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大同大同大同大同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中州科中州科中州科中州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名名名名 醒吾醒吾醒吾醒吾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僑光科僑光科僑光科僑光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    

第第第第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名名名名 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東華大學東華大學東華大學東華大學 陸軍陸軍陸軍陸軍軍軍軍軍官官官官學學學學校校校校    

第第第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名名名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 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大學    

第第第第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名名名名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屏東教屏東教屏東教屏東教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屏東科屏東科屏東科屏東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第第第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名名名名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名名名名 

南台科南台科南台科南台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名名名名 

女女女女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一級 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公開組第二級 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一般組全國總決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嶺東科嶺東科嶺東科嶺東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臺臺臺臺北北北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高高高高雄雄雄雄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臺臺臺臺北市北市北市北市立立立立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雲林科雲林科雲林科雲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國國國國立臺立臺立臺立臺北教北教北教北教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中教臺中教臺中教臺中教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名名名名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名名名名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南台科南台科南台科南台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名名名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致理致理致理致理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名名名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東吳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東海大學東海大學東海大學東海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陸軍陸軍陸軍陸軍軍軍軍軍官官官官學學學學校校校校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大學 

����    
並並並並    

列列列列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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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男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    

（（（（非體育系非體育系非體育系非體育系））））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20,000120,000120,00012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90,00090,00090,0009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70,00070,00070,0007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6666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5555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藝臺灣藝臺灣藝臺灣藝術術術術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50,00050,00050,0005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6666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48,00048,00048,00048,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7777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高雄師高雄師高雄師高雄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46,00046,00046,00046,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8888    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44,00044,00044,00044,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9999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名名名名    42,00042,00042,00042,000 元元元元        

10101010    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名名名名    40,00040,00040,00040,000 元元元元        

11111111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十一名第十一名第十一名第十一名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38,00038,00038,00038,000 元元元元        

12121212    醒吾醒吾醒吾醒吾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十二名第十二名第十二名第十二名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名名名名    36363636,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13131313    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名名名名    3333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14141414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四四四四名名名名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3333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15151515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五五五五名名名名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名名名名    3333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16161616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名名名名    3333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28282828,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2525252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23232323,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環球科環球科環球科環球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2020202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男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男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8181818,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中科臺中科臺中科臺中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1515151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12121212,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1010101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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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一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學制組名次    

（（（（非體育系非體育系非體育系非體育系））））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20,000120,000120,00012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90,00090,00090,0009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70,00070,00070,0007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66660,00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5555    臺臺臺臺北市北市北市北市立立立立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50,00050,00050,0005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6666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臺灣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48,00048,00048,00048,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7777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46,00046,00046,00046,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888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44,00044,00044,00044,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9999    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名名名名    42,00042,00042,00042,000 元元元元        

10101010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名名名名    40,00040,00040,00040,000 元元元元        

11111111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台東大學    第十一名第十一名第十一名第十一名        38,00038,00038,00038,000 元元元元        

12121212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第十二名第十二名第十二名第十二名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36363636,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女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第二級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28282828,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國立體育育育育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2525252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23232323,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2020202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女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女生組全國總決賽優勝球隊獲獎名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獲獎單位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嶺東科嶺東科嶺東科嶺東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8181818,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2222    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朝陽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1515151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3333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12121212,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4444    高高高高雄雄雄雄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10101010,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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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男生組第一級公開男生組第一級公開男生組第一級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范士恩范士恩范士恩范士恩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呂奇旻呂奇旻呂奇旻呂奇旻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蔣淯安蔣淯安蔣淯安蔣淯安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李維哲李維哲李維哲李維哲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育運動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呂奇旻呂奇旻呂奇旻呂奇旻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陳侑昫陳侑昫陳侑昫陳侑昫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林郅為林郅為林郅為林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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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公開女生組第一級    

 

佛光佛光佛光佛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鄭伊秀鄭伊秀鄭伊秀鄭伊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黃黃黃虹瑛虹瑛虹瑛虹瑛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黃黃黃黃虹瑛虹瑛虹瑛虹瑛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體體體體育學育學育學育學院院院院        張家菱張家菱張家菱張家菱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黃英利黃英利黃英利黃英利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黃品蓁黃品蓁黃品蓁黃品蓁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臺灣師範範範範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謝佩君謝佩君謝佩君謝佩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