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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年度籃球運動聯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第二區 分區決區 賽程暨成績表 

場次 組別 級別 賽別 比賽日期 星期 比賽時間 比賽隊伍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獲勝隊伍

1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交通大學 A1─A4 開南大學 中原大學 113：57 交通大學

2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交通大學 A1─A3 玄奘大學 中原大學 78：64 交通大學

3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交通大學 A1─A2 中原大學 中原大學 82：75 交通大學

4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中原大學 A2─A4 開南大學 中原大學 87：52 中原大學

5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中原大學 A2─A3 玄奘大學 中原大學 102：76 中原大學

6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玄奘大學 A3─A4 開南大學 中原大學 106：82 玄奘大學

7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清華大學 B1─B3 萬能科大 清華大學 80：60 清華大學

8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清華大學 B1─B2 中華大學 清華大學 67：51 清華大學

9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中華大學 B2─B3 萬能科大 清華大學 70：64 中華大學

10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12月14日 一 13：30 中原大學 A2─B3 萬能科大 清華大學 84：70 中原大學

11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12月14日 一 15：00 玄奘大學 A3─B2 中華大學 清華大學 46：65 中華大學

12 男生組 公開二 預 12月14日 一 16：30 開南大學 A4─B1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 70：86 清華大學

13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5日 二 13：30 中華大學 B2─A4 開南大學 清華大學 72：75 開南大學

14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5日 二 15：00 萬能科大 B3─A1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56：80 交通大學

15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5日 二 16：30 清華大學 B1─A3 玄奘大學 清華大學 96：81 清華大學

16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6日 三 13：30 開南大學 A4─B3 萬能科大 清華大學 68：63 開南大學

17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6日 三 15：00 交通大學 A1─B2 中華大學 清華大學 83：55 交通大學

18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6日 三 16：30 中原大學 A2─B1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 66：64 中原大學

19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7日 四 13：30 萬能科大 B3─A3 玄奘大學 清華大學 75：81 玄奘大學

20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7日 四 15：00 中華大學 B2─A2 中原大學 清華大學 60：52 中華大學

21 男生組 公開二 分決 12月17日 四 16：30 清華大學 B1─A1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73：57 清華大學

循環賽積分名次表 

校名 勝場 負場 積分 勝場數 得失分差 得分和 失分和 名次 備註 

清華大學 5 1 11     1 晉級全國複賽 

交通大學 5 1 11     2 晉級全國複賽 

中原大學 4 2 10     3 晉級全國複賽 

中華大學 3 3 9     4 晉級全國複賽 

玄奘大學 2 4 8     5 晉級全國複賽 

開南大學 2 4 8     6  

萬能科大 0 6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