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桌球隊近年重要比賽成績 

球隊簡史 
合庫桌球隊民國 36年由姚蔭昌、邱繼宗先生等人組成，經過多年的推展並持

續的聘用選手入行服務以增強實力，使本行成績年年名列前茅，並培育出許

多國際名將，如李國定、江百清、周麟徵、楊正雄等。由於成績斐然，故台

灣省政府於民國 61年正式核准編列經費培育桌球選手至今，目前男、女隊主

力球員有：莊智淵、陳建安、林昀儒、江宏傑、鄭怡靜、黃怡樺、潘均竹、

李依真、許慧純、林珈芝、吳志祺、黃聖盛、張順紘、王意如、楊子儀、王

泰崴、孫嘉宏、馮翊新、黃彥誠、彭王維、蘇珮綾 

 
球隊成員 

總 領 隊：雷仲達 (董事長) 

副總領隊：林衍茂 (總經理) 

領    隊：李國忠 (副總經理) 

管    理：張聰益 (行政管理部協理) 

總 教 練：楊孟勳 

教 練 團：許榮展、吳文嘉、蔣澎龍、熊乃儀 

隊員(在職)：黃怡樺、潘均竹、李依真、許慧純、林珈芝、陳建安、江宏傑、

莊智淵、吳志祺、黃聖盛、鄭怡靜、張順紘、王意如、楊子儀、

林昀儒、王泰崴、孫嘉宏、馮翊新、黃彥誠、彭王維、蘇珮綾。 

隊員(預備)：黃建都、蔡育勤、黃愉偼、顏琨霖、劉如紜、王小昕、蔡佩蓉、

陳采妮、葉伊恬、彭靖宥、高承睿、蔡侑臻、蘇晨翔、蔡依珍、

戴博鈞、楊致興、劉子菲、洪可珊、徐絃家、蘇昱倫、張奐奇、

吳元佑、蔡榜原、謝昕融、陳忞昕、黃韞纈、陳凱程、余奕慶、

郭冠宏、許滋玹、黃敏瑜、陳彥廷、梁羽芯、貢慕慈、賴郁蓁、

陳芋臻、林姿妍、陳琦媗、葉珈妤、李婉瑄、施亮維、簡羽伶、

魏奕安、陳奕瑞、楊秉澄、曾暐勛、洪子翔、鄭樸璿、蔡佳靜、

黃君凡、林予涵、梁振威、梁庭瑋、羅聿凱、趙柏宥、汪品翰、

李昕霈、郭千翠、林鄭文哲、蔡昀恩、黃淨嘉、黃祐柏、黃培

祐、黃子睿、陳學淯、陳祈韻、林翌蓁、陳家瑛、鄭旻修、王

楷毅、呂函叡、曾郁婷、呂瑀恩。 

 



                                                                                                    

建教合作學校：臺北市南湖高中、臺北市內湖高工、臺北市麗山國中、 

              臺北市南門國中、桃園市觀音中學、新竹縣自強國中、 

              苗栗縣大同高中、臺南市長榮中學。 

近年重要比賽成績 
2022 

(1) 阿曼挑戰賽：男雙亞軍：莊智淵、彭王維，混雙季軍：鄭怡靜。 

(2) 新加坡大滿貫賽事：男雙季軍：莊智淵/陳建安 

                  混雙亞軍：林昀儒/鄭怡靜。 

(3) 杜哈挑戰賽：女雙亞軍：黃怡樺，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4) 杜哈明星挑戰賽：男雙亞軍：林昀儒 

                女雙亞軍：鄭怡靜、季軍：黃怡樺 

                    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5)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男子團體銀牌：高承睿/蘇昱倫 

                  女子團體銀牌：劉如紜/陳琦媗 

                  男單銀牌：高承睿 

                  女單金牌：劉如紜、銀牌：陳琦媗 

                  男雙銅牌：高承睿 

                  女雙銅牌：劉如紜/陳琦媗。 

(6) 弗瓦迪斯瓦沃沃青少年挑戰賽：女子 U17單打冠軍：鄭樸璿 

                            女子 U19單打 冠軍：鄭樸璿、季軍葉伊恬。 

(7) 柏林青少年挑戰賽：U17單打季軍：鄭樸璿。 

(8) 卡斯特利-普拉特哈達青少年挑戰賽：男子 U19單打冠軍：高承睿 

                                 女子 U19單打亞軍：陳琦媗。 

(9) 薩格勒布挑戰賽：男子單打冠軍：林昀儒、季軍：莊智淵。 

(10)利馬挑戰賽：女單季軍：蘇珮綾 

            男雙季軍：陳建安/馮翊新 

            混雙季軍：馮翊新/蘇珮綾。 

(11)歐洲夏季冠軍賽：男子單打第 3名：莊智淵。 

(12)歐洲夏季支線賽事：男子雙打第 1名：陳建安/馮翊新 

                  混和雙打第 3名：馮翊新。 

(13)突尼斯挑戰賽：男子雙打第 3名：莊智淵/陳建安 

              混和雙打第 2名：馮翊新。 

(14)赫爾辛堡青少年挑戰賽：男子單打第 3名：馮翊新、黃彥誠。 

2021 

(1) 桌球職業大聯盟（WTT）挑戰賽卡達站：男單亞軍：林昀儒 

                                       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2) 桌球職業大聯盟（WTT）球星挑戰賽卡達站：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 



                                                                                                    

(3) 2020東京奧運：林昀儒/鄭怡靜獲混雙銅牌，林昀儒男單第 4名。 

(4) 杜哈亞洲桌球錦標賽：男團第 2名莊智淵、陳建安、孫嘉宏、馮翊新、 

                              黃彥誠 

(5) 休士頓世界桌球錦標賽：林昀儒/鄭怡靜獲混雙第 3名。 

2020 

(1) 德國公開賽：林昀儒/鄭怡靜獲混雙季軍。 

(2) 全國總統盃桌球錦標賽：榮獲男團冠軍、女團冠軍。 

(3) 110 年全國錦標賽：男單第 1 名：陳建安、男單第 3 名：孫嘉宏及彭王

維、男雙第 1 名：王泰崴、馮翊新、男雙第 2 名：黃彥誠、楊子儀、男

雙第 3 名：陳建安、楊致興、女單第 1 名：黃怡樺、混雙第 2 名：馮翊

新、蘇珮綾。 

2019 

(1) 阿曼公開賽：男單及男雙冠軍林昀儒、混雙冠軍林昀儒/鄭怡靜、女單亞

軍鄭怡靜。 

(2) 克羅埃西亞公開賽：單打第三名莊智淵。 

(3) 日本公開賽：單打第二名林昀儒。 

(4) 澳洲公開賽：混雙第三名林昀儒/鄭怡靜。 

(5) 捷克公開賽：男單冠軍林昀儒。 

(6) 德國公開賽：男雙季軍莊智淵/陳建安、混雙季軍林昀儒/鄭怡靜。 

(7) 女子世界盃：女單第五名鄭怡靜。 

(8) 亞洲盃桌球錦標賽：榮獲男團第三名、女團第三名。 

(9) 阿曼青少年公開賽：12歲組女單冠軍葉伊恬。 

(10)全國總統盃桌球錦標賽：榮獲男團冠軍、女團冠軍。 

(11)世界盃團體賽：榮獲男團季軍、女團季軍。 

(12)匈牙利青少年公開賽：15歲組女團亞軍。 

(13)印尼桌球公開賽：21歲男子單打第三名黃彥誠。 

(14)泰國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男團冠軍馮翊新/黃彥誠、男單銅牌馮翊新。 

(15)男子世界盃：男單銅牌林昀儒。 

(16)世界桌球巡迴年終總決賽：男雙亞軍林昀儒、混雙季軍林昀儒/鄭怡靜。 

 

2018 

(1)匈牙利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林昀儒。 

(2)卡達桌球公開賽 21歲組男單第 3名林昀儒。 

(3)德國桌球公開賽女單第 3名鄭怡靜。 



                                                                                                    

(4)女子世界盃：女單季軍鄭怡靜。 

(5)香港公開賽 21歲組男單冠軍林昀儒。 

(6)日本公開賽雙打第 2名林昀儒。 

(7)克羅埃西亞公開賽男雙第 2名孫嘉宏。 

(8)亞洲盃女單第 4名鄭怡靜。 

(9)亞運會桌球項目男子團體銅牌－莊智淵、陳建安、林昀儒。 

 

2017 

(1) 世界桌球錦標賽混雙亞軍陳建安、鄭怡靜。 

(2) 亞洲桌球錦標賽男團季軍。 

(3) 韓國公開賽男單第 3名陳建安、女單第 3名鄭怡靜。 

(4) 泰國青少年公開賽 15歲女單冠軍黃愉偼。 

(5) 亞洲青年錦標賽 18男團第 3名、15男團第 2名、15歲組男單第 3名馮

翊新、18歲組男雙第 2名林昀儒。 

(6) 約旦青少年公開賽 15歲女單冠軍黃愉偼。 

(7) 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18歲男雙冠軍林昀儒。 

(8) 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單銀牌鄭怡靜、男單銀牌陳建安。 

(9) 克羅埃西亞青少年公開賽 18歲男雙冠軍馮翊新/戴茗葦、男單亞軍馮翊

新。 

(10) 世界青少年挑戰賽男雙冠軍馮翊新、男單亞軍馮翊新。 

(11) 女子世界盃女單第 3名鄭怡靜。 

(12) 德國公開賽女雙亞軍鄭怡靜。 

(13) 匈牙利青少年公開賽 15歲女雙冠軍黃愉偼、15歲男單及男雙冠軍黎昕

祐。 

 

2016 

(1) 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女子團體第 3名。 

(2) 女子世界盃單打亞軍鄭怡靜。 

(3) 匈牙利公開賽男子單打冠軍莊智淵、亞軍陳建安、男子雙打冠軍莊智淵、

黃聖盛。 

(4) 斯洛維尼亞公開賽男單亞軍莊智淵。 

(5) 韓國公開賽男單第 3名陳建安。 

(6) 臺北青少年公開賽 18歲男單冠軍黃建都、18歲男雙冠軍黃建都、林昀

儒、15歲男單冠軍戴茗葦、15歲男雙冠軍戴茗葦。 



                                                                                                    

(7) 印度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男單冠軍戴茗葦。 

(8) 克羅埃西亞青少年公開賽 18歲男雙冠軍馮翊新。 

(9) 斯洛維尼亞青少年公開賽 15歲男單冠軍馮翊新。 

(10)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男雙第 3名黃建都、林昀儒、男團第 3名。 

(11) 國際桌總世界巡迴青少年年終總決賽女單第 3名方思涵。 

 

2015年 

(1) 科威特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1名 

(2) 卡達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 

(3) 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陳建安/黃聖盛/江宏傑/吳志褀獲得男子團體第 3

名 

(4) 世界大學運動會：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金牌、陳建安/江宏傑/黃

聖盛獲得男子團體銅牌、李依真/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銀牌及女子團體銀

牌、江宏傑/陳思羽(國泰選手)獲得混合雙打銀牌、陳建安/鄭怡靜獲得

混合雙打銅牌。 

(5) 太倉青少年公開賽：陳君翔獲得 18歲組男子團體第 3名、馮翊新/戴茗

葦榮獲 15歲組男子團體第 3名、蔡育勤榮獲 15歲組女子團體第 3名。 

(6)香港青少年公開賽：方思涵/蔡育勤榮獲15歲女子團體第1名、蔡育勤榮獲

15歲女單第1名、馮翊新/黃彥誠榮獲15歲男子團體第2名、方思涵榮獲15

歲女單第3名。 

(7)韓國青少年公開賽：黃建都/余承峰獲得18歲組男子雙打第1名及男子團體

第3名、李幼芃/韓芸珊/戴渝文獲得18歲組女子團體第3名、馮翊新/戴茗

葦獲得15歲組男子團體第3名、方思涵/蔡育勤獲得15歲組女子團體第3名

及女子雙打第3名。 

(8)2015年奧地利公開賽：鄭怡靜榮獲女單第2名。 

(9)2015年臺北青少年公開賽：黃建都、余承峰、蔡淳佑(一銀)榮獲18男子團

體第1名。李幼芃、李昱諄(國泰)、林珀璇(臺塑)榮獲18女子團體第1名。

林勇志、王建智、林昀儒(臺塑)榮獲15歲男子團體第1名。方思涵、蔡育

勤、溫睿玲(國泰)榮獲15歲女子團體第1名。方思涵榮獲15女單第1名。

蔡育勤榮獲15女單第2名。李幼芃、林家瑄(臺塑)榮獲18女雙第1名。黃

建都、余承峰榮獲18男雙第1名。 

(10)2015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江宏傑榮獲男子團體第3名。莊智淵榮獲

男單第3名。 

(11)2015年波蘭公開賽：莊智淵/江宏傑榮獲男雙第3名。 

(12)104年中正盃社會組桌球錦標賽：男子組榮獲第1名。女子組榮獲第2名。 

 



                                                                                                    

2014年 

(1)科威特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2)卡達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第 2名、陳建安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 

(3)德國公開賽：莊智淵/陳建安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4)西班牙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5)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獲得男子團體第 3名 

(6)中國公開賽：黃怡樺/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第 2名 

(7)韓國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8)日本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9)韓國青少年公開賽：方思涵獲得 15歲組女子單打第 1名 

(10)台北青少年公開賽：陳君翔獲得 15歲組男子單打第 1名、陳君翔/林昀

儒/馮翊新獲得 15歲組男子團體第 1名、李幼芃/蘇珮綾/陳亭婷獲得 15

歲組女子團體第 2名、蔡育勤獲得 15歲組女子單打第 2名。 

(11)亞洲運動會：莊智淵/陳建安/江宏傑/黃聖盛/吳志褀獲得男子團體銅

牌、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銅牌。 

(12)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女雙料冠軍 

(13)匈牙利青少年公開賽：蔡育勤獲得 15歲組女子單打第 1名、18歲組女

子單打第 3名。 

(14)瑞典公開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 

(15)全國桌球錦標賽：黃怡樺獲得女子單打第 1名、李依真/熊乃儀獲得女子

雙打第 1名、王泰崴獲得男子單打第 2名、洪子翔/林珈芝獲得混合雙

打第 2名。 

 

2013年 

(1) 中國(蘇州)桌球公開賽 ：鄭怡靜獲得女子單打第 3名、莊智淵/陳建安

獲得男子雙打第 3名、黃怡樺/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第 3名、洪子翔獲得

21歲組男子單打第 2名。 

(2) 韓國青少年桌球公開賽男子組：黃建都獲得 15歲組男子單打第 3名、15

歲組男子團體 第 2名 (黃建都、余承峰、陳彥衡) 

(3) 亞洲桌球錦標賽獲得男子組團體賽第 3名 

(4) 日本公開賽：陳建安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黃怡樺/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

第 2名。 

(5) 世界個人桌球錦標賽：莊智淵/陳建安獲得男子雙打冠軍。 

(6) 亞洲盃個人桌球賽：莊智淵獲得第 3名。 

(7) 韓國桌球公開賽：洪子翔獲得男子 21歲組男子單打第 3名、鄭怡靜獲得



                                                                                                    

21歲組女子單打第 2名。 

(8) 世界桌球團體經典賽：以合庫桌球隊成員莊智淵、陳建安、吳志祺、江

宏傑及黃聖盛等所組成之中華桌球代表隊榮獲亞軍。 

(9) 奧地利桌球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莊智淵/黃盛聖獲得男

子雙打第 2名。 

(10)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女雙料冠軍 

(11)瑞典公開賽：洪子翔獲得 21歲組男子單打金牌 

(12)全國桌球錦標賽：江宏傑獲得男子單打第 1名、張順紘/洪子翔獲得男子

雙打第 1名、黃怡樺/李依真獲得女子雙打第 1名、江宏傑/李依真獲得

混合雙打第 1名、李依真 獲得女子單打第 3名。 

(13)職桌年終大獎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第 2名、黃怡樺/鄭怡靜

獲得女子雙打第 2名。 

 

2012年 

(1)台北青少年公開賽：洪子翔獲得 18歲組男子雙打冠軍 

(2)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女雙料冠軍 

(3)西班牙桌球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4)中國（上海）桌球公開賽：陳建安獲得 21歲組男子單打冠軍 

(5)倫敦奧運會：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第 4名 

(6)波蘭公開賽：黃怡樺/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冠軍 

(7)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吳志祺、江宏傑、陳建安等獲得男子團體銅牌 

(8)德國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第 3名、鄭怡靜獲得 21歲組女子單打

第 2名 

(9)突尼西亞公開賽：洪子翔獲得 18歲組男子單打冠軍、洪子翔/黃建都獲得

18歲組男子雙打冠軍、黃建都獲得 15歲組男子單打冠軍 

(10)中國公開賽(蘇州)：陳建安獲得 21歲組男子單打冠軍 

(11)亞洲桌球錦標賽獲得男子組團體第三名 

 

2011年 

(1)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子組冠軍 

(2)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子單打蔣澎龍、女子單打鄭怡靜、男子雙打江宏傑/

黃聖盛、混合雙打江宏傑/李依真勇奪四座冠軍 

(3) 智利桌球公開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2010年 

(1)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女雙料冠軍 

(2)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子單打蔣澎龍、女子單打鄭怡靜、男子雙打吳志祺/

陳建安、女子雙打黃怡樺/鄭怡靜、混合雙打黃聖盛/潘俐君勇奪全部冠軍 

(3)印度桌球公開賽：黃怡樺/鄭怡靜獲得女子雙打冠軍 

 

2009年 

(1)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獲得社會甲組男、女雙料冠軍 

(2)全國桌球錦標賽：男子單打江宏傑、女子單打黃怡樺、男子雙打江宏傑/

黃聖盛、女子雙打黃怡樺/鄭怡靜、混合雙打江宏傑/鄭怡靜勇奪全部冠軍 

(3)國際職桌巡迴賽中國站：鄭怡靜獲得 21歲組女子單打冠軍 

(4)國際青少年巡迴賽香港站：鄭怡靜獲得 18歲組女子單打冠軍 

(5) 世界大學運動會：江宏傑獲得男子單打冠軍 

 

2008年 

(1) 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陳建安獲得男子單打金牌 

(2) 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江宏傑/黃聖盛獲得男子雙打金牌 

(3) 北京奧運會：本隊男子選手代表我國參加獲得男子團體第七名 

 

2007年 

(1) 世界桌球錦標賽：蔣澎龍/張雁書獲得男雙銅牌 

(2) 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吳志祺獲得男雙銅牌 

(3) 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蔣澎龍、吳志祺等獲得男子團體銅牌 

 

2006年 

(1) 杜哈亞運會：黃怡樺/陸雲鳳獲得女子雙打銅牌 

(2) 杜哈亞運會：莊智淵/蔣澎龍獲得男子雙打銅牌 

 

2005年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蔣澎龍獲得男子雙打銅牌 

 

2003年亞洲桌球錦標賽：莊智淵、蔣澎龍、張雁書等獲得男子團體銅牌 

 

2002年 

(1) 國際乒聯職桌年終總決賽：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總冠軍 



                                                                                                    

(2) 釜山亞運會：莊智淵獲得男子單打銀牌 

 

2001年 

(1) 世界桌球錦標賽：蔣澎龍獲得男子單打銅牌 

(2) 世界桌球錦標賽：蔣澎龍/張雁書獲得男子雙打銅牌 

 

2000年 

(1) 亞洲桌球錦標賽：蔣澎龍獲得男子單打金牌、蔣澎龍/張雁書獲得男子雙

打金牌 

(2) 雪梨奧運會：蔣澎龍/張雁書獲得男子雙打第 5名 

(3) 雪梨奧運會：陳靜獲得女子單打銅牌 

 

1998年曼谷亞運會：蔣澎龍/張雁書獲得男子雙打銅牌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陳靜獲得女子單打銀牌 

 

1988-2010年獲得全國中正盃桌球賽男、女子組團體連續 22年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