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庫桌球隊優秀選手介紹 

 

姓名：莊  智  淵 

生日：1981年 

星座：牡羊座 

身高：167cm 

體重：62kg                                

學歷：國立體育大學博士班 

綽號：桌球小子 

打法：右手橫握球拍快攻結合弧圈打法 

興趣：聽音樂、看電影 

座右銘：機會給準備好的人 

歷年戰績： 
2002年 

卡達公開賽男單亞軍 

日本、荷蘭公開賽男單亞軍 

釜山亞運會男單亞軍 

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男單冠軍 

2003年 

亞錦賽男團亞軍 

克羅埃西亞公開賽男單四強 

2004年  

國際乒聯巡迴賽美國站男單亞軍，希臘、巴西站男單四強 

2005年 

亞洲桌球錦標賽-男子雙打季軍(莊智淵/蔣澎龍)  

2006年 

新加坡公開賽男單亞軍 

杜哈亞運男雙銅牌(莊智淵/蔣澎龍)、男團銅牌 

2010年 

日本公開賽男單亞軍 

2011年 

智利公開賽男單冠軍 

瑞士公開賽男單冠軍 

2012年 

科威特公開賽男單季軍 



                                                                                         

西班牙公開賽男單冠軍 

倫敦奧運男單第 4名 

德國公開賽男單第 3名 

職桌年終大獎賽男單第 3名 

2013年 

奧地利公開賽男單季軍,男雙亞軍(莊智淵/黃盛聖) 

世界團體經典團體亞軍 

亞洲盃個人賽男單季軍 

世界桌球錦標賽男雙冠軍(莊智淵/陳建安) 

中國公開賽男雙季軍(莊智淵/陳建安) 

全國運動會男單冠軍,混雙亞軍(莊智淵/李依真) 

2014年 

卡達公開賽男單亞軍 

德國公開賽男雙亞軍(莊智淵/陳建安) 

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男子團體第 3名 

亞洲運動會男單銅牌,男團銅牌 

2015年 

亞洲錦標賽男子單打銅牌 

2016年 

匈牙利公開賽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冠軍（與黃聖盛搭檔） 

德國公開賽男子單打銅牌 

里約奧運會男子單打三十二強 

2017年 

卡達公開賽男子單打四強 

2018年 

亞運會桌球項目男子團體銅牌 (莊智淵、陳建安、林昀儒) 

德國公開賽男子雙打季軍 (莊智淵/陳建安) 

2019年 

克羅埃西亞公開賽男子單打四強 

德國公開賽男子雙打亞軍(莊智淵/陳建安) 

2021年 

2020東京奧運男子單打十六強 

2022年 

阿曼挑戰賽男子雙打亞軍(莊智淵/彭王維) 

新加坡大滿貫男子雙打季軍(莊智淵/陳建安) 
 



                                                                                         

姓名：陳  建  安            

生日：1991年 

星座：雙子座 

身高：170cm 

體重：66kg 

學歷：國立體育大學 

綽號：安仔 

打法：右手橫握球拍快攻結合弧圈打法 

興趣：看電影、聽歌、玩電腦 

座右銘：不到最後絕不放棄 

歷年戰績： 

2006、2007、2009 年青少年國手第二名 

2006 年瑞典青少年公開賽男雙冠軍(陳建安/江宏傑) 

2006~2012 年入選成年國手(15歲入選) 

2008年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男單冠軍 

2010年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季軍、男雙冠軍 

2011年 

中國(蘇州)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 

2011年 

奧地利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 

職業桌球年終總決賽 21歲組男單季軍 

匈牙利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季軍 

2012年 

亞洲錦標賽男團銅牌 

中國(上海)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 

中國(蘇州)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 

2013年 

世界團體經典賽男團亞軍 



                                                                                         

世界桌球錦標賽男雙冠軍(陳建安/莊智淵) 

日本桌球公開賽男單季軍 

第 27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男單季軍 

2014年 

德國公開賽男雙亞軍(陳建安/莊智淵) 

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男團季軍 

亞洲運動會男團銅牌 

2015年 

世界桌球巡迴賽男子單打四強（匈牙利站） 

2016年 

世界桌球巡迴賽男子單打亞軍（匈牙利站） 

世界桌球巡迴賽男子單打四強（韓國站） 

2017年 

世界桌球錦標賽男女混雙亞軍（與鄭怡靜搭檔） 

2018年 

亞運會桌球項目男子團體銅牌 (莊智淵、陳建安、林昀儒) 

德國公開賽男子雙打季軍 (莊智淵/陳建安) 

2019年 

奧地利公開賽男女混雙亞軍(陳建安/鄭怡靜) 

德國公開賽男子雙打亞軍(莊智淵/陳建安) 

2022年 

新加坡大滿貫男子雙打季軍(莊智淵/陳建安) 

利馬挑戰賽男子雙打季軍(陳建安/馮翊新) 

 



                                                                                         

姓名：江  宏  傑                   

生日：1989年 

星座：雙魚座 

身高：180cm 

體重：68kg 

學歷：彰化師範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 

綽號：帥哥、桌球紳士 

打法：右手橫握球拍快攻結合弧圈打法 

興趣：逛街、看電影 

座右銘：機會給準備好的人 

得獎紀錄：2009年榮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育精英獎年度最

佳運動員 

歷年戰績： 

2003、2004年青少年國手第二名  

2005、2006年青少年國手第一名 

2003~2010、2012 年入選成年國手(16歲入選) 

2005年 

加拿大公開賽青少年組男單冠軍 

2006 年 

瑞典青少年公開賽男單冠軍、男雙冠軍(江宏傑/陳建安) 

2008年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男雙冠軍(江宏傑/黃聖盛) 

福斯職業桌球年終賽 U21冠軍 

2009年 

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單金牌、混雙金牌(江宏傑/黃怡樺) 

東亞運男單銅牌 

2010年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季軍、男雙冠軍 

2011年 

波蘭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黃聖盛)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季軍、男雙冠軍、混雙冠軍 

2012年 

斯洛維尼亞公開賽男雙季軍(江宏傑/黃聖盛) 



                                                                                         

波蘭公開賽男雙季軍(江宏傑/黃聖盛)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男雙、混雙三項冠軍 

2013年 

世界大學運動會男雙冠軍(江宏傑/黃聖盛) 

德國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冠軍、混雙冠軍 

職桌年終大獎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2014年 

科威特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西班牙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季軍 

韓國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日本公開賽男雙亞軍(江宏傑 /黃聖盛) 

亞洲運動會男團銅牌 

2015年 

科威特公開賽男雙冠軍(江宏傑 /黃聖盛) 

世界團體賽男團第 3名 

世界大學運動會男雙金牌(江宏傑 /黃聖盛)、混雙銀牌(江

宏傑/陳思羽)、男團銅牌 

亞洲錦標賽男團第 3名 

波蘭公開賽男雙第 3名（江宏傑/莊智淵） 

年終總決賽男雙第 3名 

2016年 

年奧地利公開賽男雙第 3名(江宏傑/陳建安) 

2017年 

年終總決賽男雙第 3名(江宏傑/陳建安) 



                                                                                         

姓名：鄭  怡  靜 

生日：1992年 

星座：水瓶座 

身高：160cm 

體重：50kg 

學歷：國立體育大學 

綽號：球后殺手 

打法：右手橫握球拍快攻結合弧圈打法 

興趣：聽音樂 

座右銘：堅持努力永不放棄 

歷年戰績： 
2007、2009年青少年國手第一名 

2006~2012 年入選成年國手(14歲入選) 

2010年 

全國桌球錦標賽女單、女雙冠軍 

印度公開賽女雙冠軍(鄭怡靜/黃怡樺) 

中國公開賽女雙季軍(鄭怡靜/黃怡樺) 

日本公開賽女雙亞軍(鄭怡靜/黃怡樺) 

2011年 

全國桌球錦標賽女單冠軍(2連霸) 

中國(深圳)公開賽女雙亞軍(鄭怡靜/黃怡樺) 

中國(蘇州)公開賽 21歲組女單冠軍 

奧地利公開賽 21歲組女單季軍 

2012年 

斯洛維尼亞公開賽 21歲組女單季軍 

匈牙利公開賽 21歲組女單亞軍 

科威特公開賽 21歲組女單冠軍 

2013年 

韓國公開賽 21歲組女單亞軍 

日本公開賽女雙亞軍(鄭怡靜/黃怡樺) 

中國公開賽(蘇州)女單季軍 

全國運動會女雙冠軍(鄭怡靜/黃怡樺) 

職桌年終大獎賽女雙亞軍(鄭怡靜/黃怡樺) 

2014年 

中國公開賽女雙亞軍(鄭怡靜/黃怡樺) 



                                                                                         

日本公開賽女雙季軍(鄭怡靜/黃怡樺) 

2015年 

奧地利公開賽女單亞軍 

世界大學運動會女雙銀牌(鄭怡靜/李依真)、混合雙打銅牌

(鄭怡靜/陳建安) 

2016年 

女子世界盃單打亞軍 

2017年 

德國公開賽女雙亞軍 

女子世界盃女單第 3名 

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單銀牌 

韓國公開賽女單第 3名 

世界桌球錦標賽混雙亞軍(鄭怡靜/陳建安) 

2018年 

女子世界盃女單季軍 

2019年 

阿曼公開賽混雙冠軍(鄭怡靜/林昀儒) 

澳洲公開賽混雙第三名(鄭怡靜/林昀儒) 

德國公開賽混雙季軍(鄭怡靜/林昀儒) 

世界桌球巡迴年終總決賽混雙季軍(鄭怡靜/林昀儒) 

2020年 

德國公開賽獲混雙季軍(鄭怡靜/林昀儒) 

2021年 

世界桌球職業大聯盟（WTT）挑戰賽卡達站獲混雙冠軍(鄭

怡靜/林昀儒) 

世界桌球職業大聯盟（WTT）球星挑戰賽卡達站獲混雙冠軍

(鄭怡靜/林昀儒) 

第 32屆東京奧運會獲混雙銅牌(鄭怡靜/林昀儒) 

休士頓世界桌球錦標賽獲混雙第 3名(鄭怡靜/林昀儒) 

2022年 

阿曼挑戰賽獲混雙季軍 

新加坡大滿貫賽事獲混雙亞軍(鄭怡靜/林昀儒) 

杜哈挑戰賽獲混雙冠軍(鄭怡靜/林昀儒) 

杜哈明星挑戰賽獲女雙亞軍、混雙冠軍(鄭怡靜/林昀儒) 



                                                                                         

姓名：林  昀  儒 
生日：2001年 

星座：獅子座 

身高：174cm 

體重：58kg 

學歷：現就讀輔仁大學 

綽號：沉默殺手 

打法：左手橫握球拍打法 

興趣：聽音樂、欣賞名車 

歷年戰績： 

2011年 

Joola盃、蝴蝶盃、國語日報盃單打冠軍 

2012年 

自由盃、青少年菁英賽、國語日報盃單打冠軍 

東亞少年桌球賽男單冠軍、團體亞軍 

2013年 

國語日報盃單打冠軍 

東亞少年桌球賽男單、團體季軍 

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團體冠軍 

2014年 

泰國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男單、男雙、團體冠軍 

台北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男團、男雙冠軍，男單亞軍 

韓國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男單季軍、團體亞軍 

2015年 

太倉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男單亞軍、18歲組團體季軍 

西班牙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組男單、男團雙冠 

2016年 

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十八歲組團體亞軍、男單季軍 

台北青少年公開賽十八歲組團體、男雙冠軍、男單季軍 

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單亞軍、男雙冠軍 

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男團銅牌、男雙銅牌 

2017年 

甲 A聯賽（蚌埠站）男團第三（單打六勝三負、雙打四勝一負） 

亞青盃 U18男團銅牌、混雙銅牌、男雙銀牌 

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十八歲組男團亞軍、男單季軍、男雙冠軍 

捷克公開賽 U21男單亞軍、公開組男單八強 

全運會男團冠軍、混雙亞軍、男雙亞軍、男單亞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94%E4%BB%81%E5%A4%A7%E5%AD%B8


                                                                                         

全國錦標賽男單冠軍 

2018年 

ITTF 匈牙利公開賽 U21男單冠軍 

ITTF 卡達公開賽 U21男單四強、公開組男單三十二強 

ITTF 香港公開賽 U21男單冠軍 

ITTF 澳洲公開賽男單十六強 

ITTF 保加利亞公開賽 U21男單冠軍 

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桌球項目男團銅牌 

第三屆夏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桌球項目混和團體銅牌、男單第四

名 

ITTF 2018年瑞典公開賽男雙冠軍、男單十六強 

ITTF 2018奧地利公開賽男單十六強 

2019年 

ITTF 阿曼桌球公開賽混合雙打冠軍、雙打冠軍、男子單打冠軍 

ITTF 中國桌球公開賽混合雙打冠軍 

ITTF 香港桌球公開賽混合雙打冠軍 

ITTF 日本桌球公開賽男子單打亞軍 

ITTF T2鑽石聯賽馬來西亞站男子單打冠軍 

ITTF 捷克桌球公開賽男子雙打亞軍、男子單打冠軍 

ITTF T2鑽石聯賽新加坡站男子單打亞軍 

ITTF 世界盃桌球賽男子單打季軍 

ITTF 國際桌總世界巡迴賽總決賽男子雙打亞軍 

2020年 

2020德國公開賽獲混雙季軍(林昀儒/鄭怡靜) 

2021年 

世界桌球職業大聯盟（WTT）挑戰賽卡達站獲混雙冠軍 

(林昀儒/鄭怡靜) 

世界桌球職業大聯盟（WTT）球星挑戰賽卡達站獲混雙冠軍 

(林昀儒/鄭怡靜)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運會獲混雙銅牌(林昀儒/鄭怡靜)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運會獲男子單打第 4名 

2022年 

新加坡大滿貫賽事獲混雙亞軍(林昀儒/鄭怡靜) 

杜哈挑戰賽獲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杜哈明星挑戰賽獲男雙亞軍、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薩格勒布挑戰賽獲男單冠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8%E5%B9%B4%E4%BA%9A%E6%B4%B2%E8%BF%90%E5%8A%A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8%E5%B9%B4%E5%A4%8F%E5%AD%A3%E9%9D%92%E5%B9%B4%E5%A5%A7%E6%9E%97%E5%8C%B9%E5%85%8B%E9%81%8B%E5%8B%95%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9B%BC%E4%B9%92%E4%B9%93%E7%90%83%E5%85%AC%E9%96%8B%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9%92%E4%B9%93%E7%90%83%E5%85%AC%E9%96%8B%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9%92%E4%B9%93%E7%90%83%E5%85%AC%E9%96%8B%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4%B9%92%E4%B9%93%E7%90%83%E5%85%AC%E9%96%8B%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4%B9%92%E4%B9%93%E7%90%83%E5%85%AC%E9%96%8B%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7%9B%83%E6%A1%8C%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6%A1%8C%E7%B8%BD%E4%B8%96%E7%95%8C%E5%B7%A1%E8%BF%B4%E8%B3%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