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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年度籃球運動聯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各分區比賽優勝名單 

區別 

名次 北一區 北二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第一名 東華大學 
北市大學 
(博愛校區) 

健行科大 中興大學 康寧大學 屏東教大 

第二名 東南科大 北商學院 交通大學 中州科大 虎尾科大 高苑科大 

第三名 臺北大學 實踐大學 中原大學 靜宜大學 臺南大學 中山大學 

第四名 臺灣大學 德霖學院 清華大學 僑光科大 大同學院 空白 

一般男生組各分區比賽優勝名單 
   區別 
名次 

北一區 北二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第一名 臺北科大 亞東學院 聯合大學 朝陽科大 首府大學 義守大學

第二名 文化大學 海洋大學 元智大學 中州科大 南臺科大 高苑科大

第三名 東吳大學 淡江大學 元培科大 建國科大 臺南科大 屏東科大

第四名 北市大學 輔仁大學 國立體大 臺中科大 嘉義大學 陸軍官校

第五名 臺灣師大 龍華科大 長庚大學 暨南大學 中正大學 海軍官校

第六名 政治大學 致理學院 空白 僑光科大 空白 第一科大

第七名 中國科大 金門大學 空白 中國醫大 空白 高雄大學

第八名 中華科大 聖約翰科大 空白 逢甲大學 空白 高醫大學

一般女生組各分區比賽優勝名單 

   區別 
名次 

北一區 北二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第一名 陽明大學 輔仁大學 清華大學 朝陽科大 南臺科大 高雄師大

第二名 政治大學 淡江大學 交通大學 東海大學 首府大學 高醫大學

第三名 東吳大學 大漢學院 國立體大 中國醫大 雲林科大 義守大學

第四名 臺北科大 海洋大學 桃創學院 逢甲大學 中正大學 實踐高雄

第五名 北醫大學 真理大學 空白 嶺東科大 空白 高海科大

第六名 文化大學 亞東學院 空白 中興大學 空白 陸軍官校

第七名 空白 空白 空白 明道大學 空白 空白 
第八名 空白 空白 空白 空白 空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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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年度籃球運動聯賽 
男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 

      級別 
名次 公開組第一級 公開組第二級 一般組全國總決賽

第一名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第二名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臺北市立大學(博愛校區)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第三名 輔仁大學 康寧大學 元智大學 

第四名 明道大學 國立東華大學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第五名 國立體育大學 健行科技大學  
並 

列 

第 

五 

名 

朝陽科技大學  
並 

列 

第 

五 

名 

第六名 台灣首府大學 國立臺南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 

第七名 醒吾科技大學 實踐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第八名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國立中興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第九名 中國文化大學 中原大學 

 
並 

列 

第 

九 

名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並 

列 

第 

九 

名 

第十名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中州科技大學 臺北市立大學 

第十一名 世新大學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高苑科技大學 

第十二名 國立成功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第十三名 臺北市立大學(天母校區) 靜宜大學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第十四名 環球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中州科技大學 

 空白 德霖技術學院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空白 國立交通大學 義守大學 

女生組各級決賽比賽名次表 
      級別 
名次 公開組第一級 公開組第二級 一般組全國總決賽

第一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第二名 佛光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 

第三名 中國文化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第四名 臺北市立大學(博愛校區) 銘傳大學 國立體育大學 

第五名 臺北市立大學(天母校區) 靜宜大學  
並 

列 

第 

五 

名 

東海大學  
並 

列 

第 

五 

名 

第六名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大漢技術學院 

第七名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第八名 世新大學 中原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第九名 國立臺北大學 空白 國立政治大學 

 
並 

列 

第 

九 

名 

第十名 實踐大學 空白 淡江大學 

第十一名 輔仁大學 空白 國立陽明大學 

 空白 空白 輔仁大學 

 空白 空白 台灣首府大學 

 空白 空白 嶺東科技大學 

 空白 空白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空白 空白 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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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年度籃球運動聯賽 
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年度新人王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呂宗霖 

得分王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蕭順議 

助攻王 

國立體育大學 吳家駿 

抄截王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李宇偉 

籃板王 

台灣首府大學 王信閔 

阻攻王 

醒吾科技大學 翁嘉鴻 

冠軍賽 MVP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蕭順議 

公開女生組第一級 
年度新人后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林心茹 

得分后 

臺北市立大學(天母校區) 魏于淳 

助攻后 

中國文化大學 吳宜庭 

抄截后 

佛光大學 黃郁婷 

籃板后 

臺北市立大學(博愛校區) 柯宜伶 

阻攻后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王維琳 

冠軍賽 MVP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潘姿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