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內湖社大盃 3 對 3 籃球賽★★★ 注意事項 1080719： 

●因參賽隊伍較多、為避免參賽隊伍久候，經大會於 7 月 19 日使用隨機亂數抽籤決定各組出賽順       

序並全程錄影後公告於「內湖社大」粉絲專頁，並寄送給各隊聯絡人 Email。 

●８／１０日當天上午９：００開放報到！！！預計９：４０正式開賽。參賽隊伍於出賽前 20 分

鐘報到即可，若開賽後，應出賽之隊伍廣播唱名三次未到，則視為棄權由對方隊伍直接晉級。 

●各組比賽均採單淘汰制，比賽採 10 分鐘賽制，先得 13 分者為勝；四強賽為 15 分鐘，先得 18 

分者勝利。時間終了時以得分較多者為勝。若平手以場上三人交替罰一球決勝，若再次平手則派代

表交替罰球，領先 1 分者勝 

●比賽地點為【內湖高工】室外籃球場。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20 號，捷運港墘站 2 號出口即達。校

園內不開放停車。 

●賽場為室外場、固定賽場為四個半場，候賽時可在球場週遭陰涼處休息，觀賽時請勿進入場內或

干擾比賽。 

●完賽後請至服務台退還保證金３００元並且簽名。(攜帶收據或隊伍中任一人身分證明文件即可) 

●每位隊員均需攜帶證件、國高中組請攜帶學生證或應屆畢業證書以利查核，報到後自行熱身等候。

未在隊伍名單內將無法上場比賽。 

●參賽隊伍可統一穿著同樣式、不同號碼，具有識別性的球衣。若裁判認為難以識別則需穿著本會

提供之號碼衣。 

●當日提供球員泰山蜂蜜氣泡水(590ml)，但請攜帶個人用品（水、毛巾、球鞋、替換衣物、補充

食物）。校內也有販賣機但需使用悠遊卡或行動電子支付進行購買。 

●請尊重裁判之判決、勿有言語或肢體攻擊行為。 

●請垃圾隨手分類、請勿丟棄於球場週遭，此外校園內為禁菸區。 

●總賽程完賽後，獲勝隊伍依簡章之規定名次頒發獎狀與 7-11 禮券、頒獎時並合影留念。 

●當日賽事將進行攝影。參賽者賽後可自行上網下載留念。 

●詳細資訊請搜尋「內湖社大」粉絲專頁或是官方網站觀看賽程表與規則簡章。 

●預計頒獎時間女子混合組 14:30。男子社會組、高中職組、國中組 15:30。 

●女子混合組用球使用六號球，男子社會、高中職、國中均使用七號球。  

●本活動已為參賽者免費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建議選手可考量自身情形、自行加保【個人意

外傷害保險】。 

●目前預計雨天停賽或擇期舉辦！如遇雨季或颱風影響、賽事是否取消將於 8/9(五)中午 12 點正式

公告於內湖社區大學粉絲專頁，並以簡訊通知各隊聯絡人。 

 

 

＊以上再請隊友們互相通知討論! 

感謝各位的參與！ 

 

若有問題請撥打０２－８７５１－１５８７（內湖社大辦公室） 

  



內湖高工室外籃球場地 

 



第三屆內湖社大盃三對三籃球賽 場次時間表 

組別 時間 場次 隊伍 A 隊伍 B 

男 

子 

社

會 

組 

09:40 (一)   

09:50 (二)   

10:00 (三)   

10:10 (四)   

10:20 (五)   

10:30 (六)   

10:40 (七)   

10:50 (八)   

11:00 (九)   

11:10 (十)   

11:20 (十一)   

11:30 (十二)  (一)勝隊 

11:40 (十三)  (二)勝隊 

11:50 (十四) (三)勝隊 (四)勝隊 

12:00 (十五) (五)勝隊 (六)勝隊 

12:10 (十六) (七)勝隊 (八)勝隊 

12:20 (十七) (九)勝隊  

12:30 (十八) (十)勝隊  

12:40 (十九) (十一)勝隊  

13:10 (二十) (十二)勝隊 (十三)勝隊 

13:20 (二十一) (十四)勝隊 (十五)勝隊 

13:30 (二十二) (十六)勝隊 (十七)勝隊 

13:40 (二十三) (十八)勝隊 (十九)勝隊 

13:50 (二十四) (二十)勝隊 (二一)勝隊 

14:05 (二十五) (二二)勝隊 (二三)勝隊 

14:40 (二十六)季軍 (二四)敗隊 (二五)敗隊 

14:55 (二十七)冠亞 (二四)勝隊 (二五)勝隊 

 

 



 

第三屆內湖社大盃三對三籃球賽 場次時間表 

組別 時間 場次 隊伍 A 隊伍 B 

男 

子 

高

中

職 

組 

09:40 (一)   

09:50 (二)   

10:00 (三)   

10:10 (四)   

10:20 (五)   

10:30 (六)   

10:40 (七)   

10:50 (八)  (一)勝隊 

11:00 (九)  (二)勝隊 

11:10 (十)  (三)勝隊 

11:20 (十一) (四)勝隊  

11:30 (十二) (五)勝隊  

11:40 (十三) (六)勝隊  

11:50 (十四)   

12:00 (十五) (七)勝隊 (八)勝隊 

12:10 (十六) (九)勝隊 (十)勝隊 

12:20 (十七) (十一)勝隊 (十二)勝隊 

12:30 (十八) (十三)勝隊 (十四)勝隊 

13:10 (十九) (十五)勝隊 (十六)勝隊 

13:25 (二十) (十七)勝隊 (十八)勝隊 

14:00 (二十一)季軍 (十九)敗隊 (二十)敗隊 

14:15 (二十二)冠亞 (十九)勝隊 (二十)勝隊 

 

 

 

 



第三屆內湖社大盃三對三籃球賽 場次時間表 

組別 時間 場次 隊伍 A 隊伍 B 

男 

子 

國

中 

組 

09:40 (一)   

09:50 (二)   

10:00 (三)   

10:10 (四)   

10:20 (五)   

10:30 (六)   

10:40 (七)   

10:50 (八)   

11:00 (九)   

11:10 (十)   

11:20 (十一)   

11:30 (十二)   

11:40 (十三)   

11:50 (十四)  (一)勝隊 

12:00 (十五) (二)勝隊 (三)勝隊 

12:10 (十六) (四)勝隊 (五)勝隊 

12:20 (十七) (六)勝隊 (七)勝隊 

12:30 (十八) (八)勝隊 (九)勝隊 

12:40 (十九) (十)勝隊 (十一)勝隊 

12:50 (二十) (十二)勝隊 (十三)勝隊 

13:00 (二十一)   

13:30 (二十二) (十四)勝隊 (十五)勝隊 

13:40 (二十三) (十六)勝隊 (十七)勝隊 

13:50 (二十四) (十八)勝隊 (十九)勝隊 

14:00 (二十五) (二十)勝隊 (二十一)勝隊 

14:30 (二十六) (二十二)勝隊 (二十三)勝隊 

14:30 (二十七) (二十四)勝隊 (二十五)勝隊 

15:05 (二十八)季軍 (二十六)敗隊 (二十七)敗隊 

15:05 (二十九)冠亞 (二十六)勝隊 (二十七)勝隊 

 

 



 

 

第三屆內湖社大盃三對三籃球賽 場次時間表 

組別 時間 場次 隊伍 A 隊伍 B 

女 

子 

混

合 

組 

09:40 (一)   

09:50 (二)   

10:00 (三)   

10:10 (四)   

10:20 (五)   

10:30 (六)  (一)勝隊 

10:40 (七)  (二)勝隊 

10:50 (八) (三)勝隊  

11:00 (九)   

11:10 (十)   

11:20 (十一)   

11:30 (十二) (四)勝隊 (五)勝隊 

11:40 (十三) (六)勝隊 (七)勝隊 

11:50 (十四) (八)勝隊 (九)勝隊 

12:00 (十五) (十)勝隊 (十一)勝隊 

12:40 (十六) (十二)勝隊 (十三)勝隊 

12:55 (十七) (十四)勝隊 (十五)勝隊 

13:30 (十八)季軍賽 (十六)敗隊 (十七)敗隊 

13:45 (十九)冠亞軍 (十六)勝隊 (十七)勝隊 

 

 



 

男子社會組賽程表 

 

 

男子高中職組賽程表 

 

  



 

男子國中組賽程表 

 

 

女子混合組賽程表 



 

球員名冊 

       
女子混合組 

隊名 打球減肥 尌是愛打球 老虎鉗 澤蓉胖子 育成高中-1 育成高中-2 

隊員姓

名 

饒桓毓 鄭蕙珊 許子華 蕭澤蓉 李光玉 李品萱 

彭鈺婷 周巧翎 游筱慈 賴瑋珊 陳柔妤 李宥澄 

段宜 陳胤融 李靜怡 賴湘怡 沈毓芹 呂佳璇 

張伊琳 李詩芸 許子華 張家瑜 林依芃 許[艸嘉]心 

       

隊名 跳跳虎 大力抱石   TingKongTin   
哈皮打一

夏   
新貴派 SHERO  

隊員姓

名 

林維禎 沈淑君   陳宥羽   鄭惠君  陳妡姷  詹景淳   

陳奕涵 王若棻 廖堉慈 邱芷瑩 康孙君 邱家郡 

潘虹伶 葉婷 翁淑敏 林喬雯 黎怡卿 林孟君 

劉芝綺 黃嬿如  陳威君   侯佳慧 李雅如 

       

隊名 
隊友沒球沒

鞋 
最萌身高差   哈哈隊   

浪浪團出

征   
查里布朗尼   曉玫麻將團  

隊員姓

名 

鄭詩璇  徐詩詠    洪瑋訢   林靜妤 呂佳穎 徐瑋辰 

林冠玫 劉睎彤 洪珮綺 林宜萱 蔡旻珊 劉嘉宜 

紀筱蘭 施惠瑩 陳慧芸 翁薇棻 謝仁安 陳曉玫 

郭姿秀 唐沛琳 林芝綺        張耀穗   

       
隊名 黑胖蛙   

  隊員姓

名 

 蔡宜庭   

黃議賢 

陳詩平 

  

       



男子社會組 

隊名 永和明星隊 蕭張雙熊 
內社盃我來

了！ 
SUNRAY 老人隊 隊伍名稱 

隊員姓

名 
黃志翔 郭奕麟 康霆暘 高瑜陽 劉宏達 游傑閔 

  王繼得 郭奕廷 包育謙 姜威廷 劉玉賢 何志擎 

  李佳銓 蕭仲仁 陳昭綮 蔡庭煜 溫啟瑋 林叔諳 

  廖國淳 張庭嘉 梁瑞峰 林侑憲 莊侑杰   

       

隊名 小老鼠   只球熱血   能打球的小團體 - A 隊   翔陽隊   
對手有來再叫

我   
史衛基   

隊員姓

名 
 何冠霖    王祥孙   楊智捷  蘇翊翔    黃明凱    陳則叡   

  王伯修 林子揚 詹志浩 陳璿仲 陳永富 謝承穎 

  林凱逸 賴昱誠 陳奕廷 許鈞惟 王詠賢 李冠德 

  蘇世傑 楊玉璽 楊育誠 李元禎 陳芝全 黃振軒 

       
隊名 山之黑洞 鑄毅貿易   能打球的小團體 - B 隊   LCO 籃球魂 名人粗度王   

隊員姓

名 
蕭正浩 李岳軒  田心晨   林睿彥   呂建葦   葉緯祥   

  孫徹 馬宣胤 藍啟帆 李日騰 彭國書 廖經皓 

  饒峻瑜 洪志榮 呂俊賢 周志榮 曹修禎 廖經綸 

  陳胤甫 林叡廷      崔家興     

       

隊名 單身狗協會  新泰   
培基蛋炒飯復仇

對   
運健系   徐宏緯快跟我一隊   嚇到吃手手   

隊員姓

名 
陳宗孙  張家偉  洪暐倫   黃哲聖 徐宏緯   洪郁鈞  

  黃振洲 何順安 王郁翔 莊耀翔 蘇育賢 熊尚武 

  楊士儀 李政宏 辛學綸 陳信全 楊歆狄 高宏昇 

  范聖達 蘇昱瑋  昌聖祐   林杰旻 邱永祺    

       

隊名 可惡到爆    SO CALL ME裕哲大魔王   
球給哲銘尌對

了  
      

隊員姓

名 
 王政國    吳冠鋐   白崇佑   

  
  

  陳立宏 沈裕哲 高士鈞 
  

  

  蔡文翔 蔡承傑 張哲銘 
  

  



  李秉逸   范哲瑋       

       

       
男子高中職組 

隊名 高佳儀表版 LPPIG SKCD 育成 A 育成 B 純情豆漿 

隊員姓

名 
陳可邦 林耿逸 曾嘉昇 呂化均 陳梓豪 潘家慶 

  陳柏瑞 簡志丞 江柏勳 蕭孙皓 林振恩 陶孟書 

  楊宗儒 沈潔 黃心緯 黃逢超 花經武 宋國禎 

    黃品瑞   荊治喬 劉庭豪   

       
隊名 KWA 葉公 內壢高中躲避球隊 弟弟笑嘻嘻 來看看實力的 我是淡水人 

隊員姓

名 
魏展鴻 鄧立昕 李作鴻 曾小龍 周秉宏 顏圳緯 

  鍾晉哲 侯呈諺 向中辰 束開童 簡承弘 蕭邦晏 

  洪冠孙 葉信志 詹植安 黃祥孙 戴貫倫 洪國烈 

      楊翼 吳承珈   高明佑 

       
隊名 整場綠條 噴水雞肉飯 拜託不要 JSHS 仲翔大頭症   癡漢絕隊   

隊員姓

名 
陳鋒 陳彥霖 陳柏陽 張簡松盛 白翔孙  張耕綸   

  鄭孙辰 曾柏翔 林偉諺 李昱均 賴柏勳 許宸瑋 

  黃鈞浩 李冠逸 吳宗錡 楊士億 陽書喆 高啟翔 

        張硯勛 謝仲翔   

       
隊名  那一隊   醬子喔   高一五 四劍客   

  

隊員姓

名 
陳昱穎 吳秉桀 吳昶毅  譚孙軒   

  陳冠廷 廖克聆 彭達威 嚴立恩 

  羅翊成 汪廷霖 江昀紘 張展菘 

    丁煜宸 徐孟懷 莊詠靖 

       

       

       

  

 

 

 

 

    



男子國中組 

隊名 ㄅㄆㄇ 不雅文字 
于兒于兒水中

游 
明湖好棒棒 西湖少年隊   對不隊   

隊員姓

名 
陳甫恩 黃德孙 林金龍 呂俊佑  陳柏霖   陳正熹 

  蔡岳倫 劉家翔 黃裕凱 李宗諭 陳韋修 陳柏廷 

  李允翔 陳孙皓 黃丞邑 林家孙 黃偉翔 廖圉鈜 

  黃翊軒 謝廷奎     程彥翔 高麒 

       
隊名 冠軍   明湖國中 A   馬來人來臺灣 明湖國中 B 明湖國中 C   明湖國中 D 

隊員姓

名 
鍾定澄 柯佑霖    石東誼    李俊憲    許世勳     黃紹宸   

  洪孙辰 莊韋哲 施承智 陳彥廷 林恩孙 劉明軒 

  林凱恩 王冕 李永信 鄭翔中   陳佑恩   王璿竣 

  陳裔 余軒緯 巫冠毅     廖圉鈜 

       
隊名 明湖國中 E 成軒好可愛 高雄發財 德魯大叔   艋舺少年   南湖戰狼   

隊員姓

名 
 李其恩   吳弘邦    江昌祐   張宥勝  王子睿   周于翔   

  王璿鈞 張峻維 林映孙 陳育脩 吳柏勳 林恩齊 

  張庭瑋 翁成軒  黃紹棠   王雋惟 許杰孙 陳長安 

    程真一         

       

隊名 底線預備   植髮教練   老闆我沒吃飽   
內線軟趴

趴   
波哈 DTank   龍興國中   

隊員姓

名 
 唐樹亨   張育霖 賴星溢 朱宥旭   汪楷仲    王柏鈞   

  唐樹寬 楊秉宸 徐振華 吳思諺 周聖華 鄭以丞 

  黃書亞 賴奕丞 陳俊富 張菩勛  梁峻瑋 曾哲軒 

  李元碩   陳沐漢     劉碧存  

       
隊名 流浪四劍客   硬漢兄弟   東湖植髮教練   Myth 黃蜂隊 

  

隊員姓

名 
 黃冠齊    陳柏彰   周芃逸   吳哲富 黃紀瑋 

  許詠翔 周禹丞 胡凱喆 黎士豪 陳柏廷 

  尤威凱 謝廷睿 謝博全 魏錫恩 余秉憲 

  李建昇  許柏彥 譚皓予 盧御恩 柳凱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