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羽球隊近年重要比賽成績 

球隊簡史 
本行為配合政府推展體育政策及遵照省議會建議：「公營行庫應加強辦理公

益活動，回饋社會及培育優秀之體育選手為國家爭取榮譽」，於 82年度經

全行預算籌編會議及本行文康體育活動會決議籌組本行甲組羽球隊，並陳報

台灣省政府經奉省府 81.2.1.府財二字第 154099號函准，及編列 82年度羽

球隊專案預算，經台灣省政府及省議會審議通過，於 81.11.1.正式組成合

作金庫銀行甲組羽球隊。 

 
球隊組織 
總 領 隊：雷仲達(董事長) 

副總領隊：林衍茂(總經理) 

領    隊：蔡佳平(副總經理) 

管    理：張聰益(行政管理部協理) 

總 教 練：廖國茂  

教    練：張政雄、胡崇賢、李維仁、李勝木 

在職隊員：許雅晴、周天成、戴資穎、白馭珀、林家佑、郭浴雯、王子維、

李哲輝、江穎麗、楊博軒、李佳翰、胡綾芳、林盈君、林琬清、

洪毅婷、楊明哲、王柏崴、汪郁喬、劉巧芸、廖晁邦、邱相榤、

黃郁豈、林永晟、林筱閔。 

 

建教合作學校：國立體育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台北市泰北高中、台北市

松山高中、台北市中山國中、台中市立豐原國中、台中市

萬和國中、臺中市西苑高中、台中市大鵬國小、臺中市南

屯國小。 

 

 

近年重要比賽成績 

2022年 

(1) 2022年全英羽球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單 4強、周天成獲男單 4強 



(2) 111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榮獲男子甲組季軍、女子甲組冠軍 

(3) 2022年奧地利公開賽:廖晁邦/林家佑獲男雙季軍 

(4) 2022年義大利公開賽:許雅晴/林琬清獲女雙冠軍、邱相榤/楊明哲榮獲男雙季軍 

(5) 2022年丹麥挑戰賽:邱相榤/楊明哲獲男雙銀牌 

(6) 2022年德國國際賽:邱相榤/楊明哲獲男雙金牌、廖晁邦/林家佑獲男雙銀牌 

(7) 2022年法國挑戰賽:許雅晴/林琬清獲女雙亞軍 

(8) 2022年印尼超級 500系列賽:周天成獲男單銀牌 

(9) 2022年印尼超級 1000系列賽:戴資穎獲女單金牌 

(10)2022年馬來西亞 750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女子單銀牌 

(11)2022年印尼超級 500系列賽:周天成獲男單銀牌 

(12)2022年印尼超級 1000系列賽:戴資穎獲女單金牌 

(13)台北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單金牌、周天成獲男單金牌 

(14)全國第二次羽球排名賽:白馭珀獲女單第二名、胡綾芳/楊博軒獲混雙冠軍、 

                          林筱閔/胡綾芳獲女雙第二名 

(15)世界錦標賽:戴資穎獲女單銅牌、周天成獲男單銅牌 

(16)法國國際公開賽:賴柏佑/蔡富丞獲男雙銀牌、王珮伃獲女單銅牌 

(17)拉脫維亞國際公開賽:王珮伃獲女單金牌、賴柏佑/蔡富丞男雙金牌 

(18)日本 750超級賽:周天成獲男單銀牌、戴資穎獲女單銅牌 

 

2021年 

(1) 2021年 YONEX泰國羽球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亞軍 

(2) 2021年 TOYOTA泰國羽球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亞軍 

(3) 2021年世界羽球巡迴賽年終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冠軍 

(4)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運會戴資穎獲羽球女子單打銀牌 

(5) 2021年世界羽球錦標賽戴資穎獲羽球女子單打銀牌 

 

2020年 

(1) 2020年馬來西亞名人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亞軍 

(2) 2020年泰國名人賽：李哲輝/楊博軒獲男子雙打第 3名 

(3) 2020年全英羽球公開賽：戴資穎榮獲女單冠軍、周天成獲男單亞軍 

(4) 109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榮獲男子甲組冠軍、女子甲組冠軍 

 

2019年 

(1) 2019年泰國名人賽：王子維獲男單第 5名 

(2) 2019大馬名人賽：戴資穎獲女單第 5名、王子維獲男單第 5名 



(3) 2019年印尼名人賽：周天成獲男單第 5名 

(4) 2019年西班牙羽球公開賽：許雅晴/胡綾芳獲女雙第 5名 

(5) 2019年德國羽球公開賽：周天成獲男單第 3名 

(6) 2019年全英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單第 2名 

(7) 2019年中國名人賽：李哲輝/楊博軒獲男雙冠軍 

(8) 2019年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冠軍 

(9) 108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榮獲男、女甲組全國團體冠軍 

(10) 2019年美國羽球公開賽：李哲輝/許雅晴獲混雙冠軍 

(11) 2019年印尼超級系列賽：周天成獲男單冠軍、戴資穎女單第三名 

(12) 2019年泰國超級系列賽：周天成獲男單冠軍 

(13) 2019年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周天成榮獲男子單打冠軍 

(14) 2019年中國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亞軍 

(15) 2019年韓國超級系列賽：周天成榮獲男子單打亞軍、王子維、戴資穎分獲男女

單打第三名 

(16) 2019年丹麥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女子單打冠軍 

(17) 2019年世界年終總決賽：戴資穎獲女單亞軍、王子維獲男單第 3名 

 

2018年 

(1) 印尼名人賽：戴資穎獲女單冠軍、周天成獲男單第 3名。 

(2) 德國公開賽：周天成獲男單冠軍。 

(3) 全英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單冠軍。 

(4) 全國羽球團體賽：女子隊獲團體冠軍 18連霸。 

(5) 馬來西亞公開賽：戴資穎獲女單冠軍。 

(6) 馬來西亞國際挑戰賽：薛軒億獲男單冠軍。 

(7) 全國第二次羽球排名賽：許雅晴獲混雙冠軍。 

(8) 亞運會羽球項目：女子單打金牌戴資穎、男子單打銀牌周天成、男子雙打銅牌李

哲輝、男子團體銅牌王子維、周天成、李哲輝。 

 

2017年 

(1) 106年全國第一次羽球排名賽：薛軒億榮獲男單冠軍、江美慧榮獲女單冠軍、許雅

晴榮獲女雙冠軍。 

(2) 2017年馬來西亞名人賽：許雅晴榮獲女雙第 3名。 

(3) 2017年德國黃金大獎賽：周天成、王子維分獲男子單打冠亞軍。 

(4) 2017年全英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單冠軍，周天成獲男單第 3名。 

(5) 2017年瑞士黃金大獎賽：王子維榮獲男子單打第 3名。 

(6) 2017年印度超級系列賽：周天成榮獲男子單打第 2名。 



(7) 2017年馬來西亞頂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冠軍。 

(8) 2017年新加坡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冠軍。 

(9) 2017年亞洲羽球錦標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金牌。 

(10)106年全國團體錦標賽：本隊榮獲男、女甲組團體雙料冠軍，女子隊 17連霸。 

(11)2017年澳洲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第 3名。 

(12)2017 年中華台北公開賽：周天成榮獲男子單打冠軍，王子維榮獲男單亞軍，李哲

輝榮獲男子雙打亞軍。 

(13)106年全國第 2次羽球排名賽：李勝木/林家佑榮獲男子雙打冠軍。 

(14)2017年韓國超級系列賽：王子維榮獲男子單打第 3名。 

(15)2017年丹麥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第 3名。 

(16)2017年法國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冠軍、李哲輝榮獲男子雙打冠軍。 

 

2016年 

(1) 全國第一次排名賽：王子維獲得男子單打冠軍、李哲輝獲得男子雙打冠軍、白馭

珀/許雅晴獲得女子雙打冠軍。 

(2) 德國黃金大獎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第 2名。 

(3) 全英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第 3名。 

(4) 瑞士黃金獎賽：李勝木/蔡佳欣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王子維獲得男子單打第 3

名。 

(5) 馬來西亞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第 2名。 

(6) 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男子羽球隊榮獲冠軍、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16連霸)。 

(7) 印尼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冠軍。 

(8) 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周天成及戴資穎榮獲男、女單打冠軍。 

(9) 越南國際羽球大獎賽：李哲輝榮獲男子雙打冠軍。 

(10)2016年里約奧運會：周天成榮獲男子單打第 5名。 

(11)全國第二次排名賽：白馭珀/許雅晴榮獲女子雙打冠軍。 

(12)荷蘭國際羽球大獎賽：王子維榮獲男子單打冠軍、李哲輝榮獲男子雙打冠軍。 

(13)中國頂級超級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子單打第 3名。 

 

2015年 

(1) 全國第一次排名賽：白馭珀獲得女子單打冠軍、謝沛蓁獲得女子雙打冠軍。 

(2) 德國黃金大獎賽：李勝木/蔡佳欣獲得男子雙打第 5名 

(3) 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15連霸）、男子羽球隊獲得亞軍。 

(3)中華台北公開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銀牌、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銅牌。 

(4)世界大學運動會：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銅牌、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銅牌。 

(5)美國黃金大獎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 



(6)全國第二次排名賽：林家翾獲得男子單打冠軍、謝沛蓁獲得女子雙打冠軍、李哲

輝獲得男子雙打銀牌。 

(7)世界盃錦標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第5名。 

(8)2015年日本超級羽球系列賽：戴資穎榮獲女單第3名、周天成榮獲男單第3名。 

(9)2015年韓國超級羽球系列賽：周天成榮獲男單第3名。 

(10)2015年荷蘭羽球公開賽：許雅晴榮獲女單第3名、李哲輝榮獲男雙第3名。 

(11)2015年台北羽球公開賽(GRAND PRIX級)：王子維榮獲男單第2名。 

(12)2015年丹麥超級羽球系列賽：周天成榮獲男單第3名。 

(13)2015年法國超級羽球系列賽：周天成榮獲男單第2名、戴資穎榮獲女單第3名。 

 

2014年 

(1) 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 

(2) 香港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3) 德國黃金大獎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4) 法國超級系列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5) 仁川亞運會：周天成/李勝木/薛軒億獲得男子團體銅牌 

(6) 仁川亞運會：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銅牌 

(7) 新加坡超級系列賽：李勝木/蔡佳欣獲得男子雙打銀牌 

(8) 澳洲超級系列賽：李勝木/蔡佳欣獲得男子雙打銀牌 

(9) 大阪挑戰賽：薛軒億獲得男子單打第五名 

(10)日本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銀牌 

 

2013年 

(1) 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 

(2) 韓國超級系列賽：李勝木/蔡佳欣榮獲男子雙打第 5名 

(3) 德國黃金大獎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4) 澳門公開賽：李勝木/蔡佳欣獲得男子雙打銀牌 

(5) 澳門公開賽：薛軒億獲得男子單打銀牌 

(6) 世界羽聯超級系列總決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銀牌 

(7) 馬來西亞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2012年 

(1)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男、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 

(2)馬來西亞超極盃錦標賽：李勝木/方介民獲得男子雙打冠軍 

(3)加拿大公開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4%E5%B9%B4%E7%A2%A7%E7%89%B9%E5%8D%9A%E6%A0%BC%E7%BE%BD%E6%AF%9B%E7%90%83%E9%BB%83%E9%87%91%E5%A4%A7%E7%8D%8E%E8%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4%B8%96%E7%95%8C%E7%BE%BD%E8%81%AF%E8%B6%85%E7%B4%9A%E7%B3%BB%E5%88%97%E8%B3%BD%E7%B8%BD%E6%B1%BA%E8%B3%BD


(4)倫敦奧運會：李勝木/方介民獲得男子雙打第 5名、程文欣獲得女子雙打第 5名、

鄭韶婕獲得女子單打第 5名、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第 9名。 

(5)日本超級系列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6)中華台北公開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7)德國匹茲堡金牌大獎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8)冰島公開賽：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2011年 

(1)全國團體錦標賽：本行男、女子羽球隊榮獲冠軍 

(2)瑞士公開賽：李勝木/方介民獲得男子雙打冠軍 

(3)美國公開賽：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4)加拿大公開賽：鄭韶婕獲得女子單打冠軍 

(5)荷蘭公開賽：薛軒億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