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運動大會田徑賽成績 

田賽 

男生組 

跳遠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10903 10610 10819 10835 10601 11603 
姓名 劉建甫 陳易佐 陳俊廷 林坤韋 洪裕銓 歐仲豪 
單位 材料系 自動化 飛機系 多媒體 自動化 企管系 
成績 5.37m 5.33m 5.30m 5.16m 5.03m 4.81m 

 

三級跳遠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10819 10122 10708 10512 10223 10706 
姓名 陳俊廷 陳裕智 匡鴻誌 許凱倫 詹東元 黃士銘 
單位 飛機系 機械系 車輛系 光電系 設計系 車輛系 
成績 11.28m 11.03m 10.91m 10.78m 10.75m 10.66m 

 

跳高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五名 
號碼 10501 10405 10809 10609 10910 
姓名 曾家麒 吳達中 劉奕宏 詹庭傑 徐聖傑 
單位 光電系 電機系 飛機系 自動化 材料系 
成績 175cm 150cm 150cm 150cm 150cm 

鉛球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10821 10617 11106 10530 10424 10534 
姓名 唐興堯 利慈祥 劉律賢 林哲齊 陳聖凱 張承泰 
單位 飛機系 自動化 電子系 光電系 電機系 光電系 
成績 10.28m 9.92m 9.78m 9.42m 9.08m 8.85m 

 

 



女生組 

跳遠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21902 20206 20202 21904 21806 21302 
姓名 魏心怡 朱雅郁 陳冠妤 廖君毓 林以真 賴思瑜 
單位 休閒系 設計系 設計系 休閒系 多媒體 應外系 
成績 3.80m 3.64m 3.47m 3.42m 3.40m 3.36m 

 

跳高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20802 20501 21901 21903 21201 21502 
姓名 吳思嫺 劉柏君 王麗茵 張家華 曾秀雯 賴意如 
單位 飛機系 光電系 休閒系 休閒系 設計系 財金系 
成績 120cm 112cm 108cm 108cm 108cm 103cm 

 

鉛球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號碼 20204 21903 21612 20104 21501 21611 
姓名 羅敏慈 張家華 許雅婷 王韻鈴 蕭惠鴻 范露文 
單位 設計系 休閒系 企管系 機械系 財金系 企管系 
成績 8.97m 8.66m 7.80m 7.21m 7.14m 6.96m 

 

徑賽-男生組 

100 公尺預賽 

組別 名次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組 
號碼 10502 10306 10815 10606 
姓名 鄭皇嘉 陳廷彥 劉朝仁 范升豪 
成績 13"27 13"58 13"80 14"09 

第二組 
號碼 10710 10810 11005 10322 
姓名 薜煒譯 莊瑋倫 徐健誠 曹昕寧 
成績 12"39 12"41 14"65 14"66 

第三組 
號碼 10816 11909 10417 10918 
姓名 郭以聖 賴瑋薪 黃田瑋 黃永昱 



成績 11"53 12"53 13"29 14"69 

第四組 
號碼 10219 10506 10539 10411 
姓名 曾昱軒* 江祈翰 沈和廣 游辛任 
成績 10"94 11"12 12"03 12"61 

第五組 
號碼 11409 10410 10120 10812 
姓名 郭俊甫* 王柏振 林華偉 高偉庭 
成績 10"99 12"06 12"93 13"65 

第六組 
號碼 10811 10825 10711 11407 
姓名 張哲軒 陳威成 黃宇彬 陳勁宏 
成績 13"72 13"87 14"23 16"72 

第七組 
號碼 11502 11404 10524 10607 
姓名 溫建翔 連崇翰 李柏軍 盧韋志 
成績 12"03 13"77 14"38 16"14 

第八組 
號碼 11304 10824 10403 10515 
姓名 許家綸 陳琦賢 謝予恒 謝政宏 
成績 12"55 12"91 13"58 14"59 

 

100 公尺複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10219 10817 10816 10824 11909 11105 
姓名 曾昱軒* 江祈翰 郭以聖 陳琦賢 賴瑋薪 郭信濠 
成績 11"41 12"58 13"20 13"30 13"54 13"63 

第二組 
號碼 10710 10539 10502 10811   
姓名 薜煒譯 沈和廣 鄭皇嘉 張哲軒   
成績 12"10 12"27 13"59 14"15   

第三組 
號碼 11409 11502 10810 10417 10825 10403 
姓名 郭俊甫* 溫建翔 莊瑋倫 黃田瑋 陳威成 謝予恒 
成績 11"23 12"23 13"23 13"24 13"76 13"84 

 

1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10219 11409 10710 10539 11502 10817 
姓名 曾昱軒* 郭俊甫* 薛煒譯 沈和廣 溫建翔 江祈翰 
單位 設計系 資工系 車輛系 光電系 財金系 飛機系 
成績 11"2 11"2 11"8 12"1 12"3 12"8 



 

200 公尺預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號碼 10313 10516 10202 10602 10811 
姓名 游本郁 張仁豪 沈奕帆 黃健哲 張哲軒 
成績 26"28 27"62 27"82 28"04 28"23 

第二組 
號碼 10112 11402 10204 10612 10324 
姓名 郭訓村* 方建文 張淵凱 胡瀚中 鄭惟元 
成績 24"84 28"36 29"46 30"50 32"64 

第三組 
號碼 11106 10205 11306 10402 10332 
姓名 劉律賢 張士緯 黃家綸 官中 劉益銘 
成績 25"15 25"97 26"30 30"27 33"97 

第四組 

號碼 11409 10410 11505 10207  
姓名 郭俊甫* 王柏振 羅福龍 陳任垣  
成績 22"95 24"83 28"28 29"49  
備註 表演(破紀錄)     

第五組 
號碼 11504 10517 10213 10906 11911 
姓名 姚博瀚 張柏豪 王柏智 徐敏峻 王永勝 
成績 25"66 27"31 28"38 28"72 28"72 

第六組 
號碼 10539 10826 11201 10412 11305 
姓名 沈和廣 李守軒 陳冠榮 洪啟翔 黃本仁 
成績 25"16 26"62 26"76 28"66 29"71 

 

200 公尺複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號碼 10410 10539 10826 10516 10602 
姓名 王柏振 沈和廣 李守軒 張仁豪 黃健哲 
成績 25"01 25"37 27"04 28"52 29"15 

第二組 
號碼 10112 11106 10517 10202 11504 
姓名 郭訓村* 劉律賢 張柏豪 沈奕帆 姚博瀚 
成績 23"97 26"05 27"90 28"16 29"50 

 
 
 
 



2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號碼 10112 10539 10410 11106 10202 
姓名 郭訓村* 沈和廣 王柏振 劉律賢 沈奕帆 
單位 機械系 光電系 電機系 電子系 設計系 
成績 23"33 24"48 24"62 25"95 26"95 

 

400 公尺預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10214 10701 10507 10413 10314 10814 
姓名 賴柏穎 李佳陽 黃世君 溫學政 吳俊德 陳新雨 
成績 58"54 1’10"85 1’06"30 1’10"85 1’14"55 1’14"95 

第二組 
號碼 10924 10508 10815 10907 11303 10315 
姓名 陳川青 林伯凱 劉朝仁 程志愷 王嘉宏 賴俊宏 
成績 1’00"75 1’05"15 1’06"83 1’06"92 1’11"28 1’12"46 

第三組 
號碼 10423 10925 10518 10827 11703 11806 
姓名 蕭光輝* 李毅煌 吳旻翰 劉權賢 謝錦樺 邱奐成 
成績 56"00 1’05" 1’09" 1’10" 1’17" 1’22" 

 

4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組 

號碼 10423 10924 10214 10701 
姓名 蕭光輝* 陳川青 賴柏穎 李佳陽 
單位 電機系 材料系 設計系 車輛系 
成績 53"8 56"4 57"6 1'01"6 

15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11701 10529 11114 11408 10214 10822 
姓名 姚淞譯 詹凱翔 簡芃偉 許維庭 賴柏穎 高翊智 
單位 生科系 光電系 電子系 資工系 設計系 飛機系 
成績 4'42"7 4'43"2 4'56"0 4'59"1 5'00"5 5'01"4 



50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11701 11408 10217 10831 10813 11204 
姓名 姚淞譯 許維庭 張善童 蔡佳鑫 許信傑 賴嘉陞 
單位 生科系 資工系 設計系 飛機系 飛機系 資管系 
成績 17'59" 20'29" 22'01" 22'13" 22'34" 23'29" 

 

4X100 公尺接力預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單位 設計系 機械系 自動化 車輛系 光電系 動機系 

成績 46"95 50"99 53"81 54"11 54"19 54"38 

第二組 
單位 應外系 電子系 財金系 企管系 多媒體 休閒系 

成績 50"17 51"21 51"55 54"24 54"69 56"13 
 

4X100 公尺接力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單位 設計系 自動化 財金系 機械系 車輛系 電子系 

成績 49"34 49"88 50"24 50"47 51"06 51"83 
 
 

4X400 公尺預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單位 機械系 生科系 設計系 光電系 電機系 

成績 3’53"90 4’08"06 4’08"43 4’24"39 5’27"00 

第二組 
單位 車輛系 電子系 自動化 材料系 財金系 

成績 4’09"85 4’24"50 4’26"39 4’34"08 4’50"60 

 
 



4X400 公尺決賽 

組

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

一

組 

單位 設計系 機械系 生科系 車輛系 電子系 自動化 

成績 3’53"54 3’55"89 4’03"99 4’09"06 4’27"94 4’33"60 

20X200 公尺接力決賽 

組

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

一

組 

單位 四機械二乙 四自動一乙 四車輛一甲 四資工三乙 四機械二甲 四光電二乙 

成績 9’25"92 9’42"04 9’46"81 9’47"94 9’48"85 9’51"25 

徑賽-女生組 

100 公尺預賽 

組別 
名次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組 
號碼 21902 21001 20905 21608 
姓名 魏心怡 施萩玲 鄭怡芬 白郁儒 
成績 15"60 15"64 16"38 16"40 

第二組 

號碼 21916 21807 20309 21506 
姓名 高綾君* 林欣霓 方思怡 林國花 
成績 13" 15" 16"17 16"82 
備註 破大會紀錄    

第三組 
號碼 21602 21907 20906 21917 
姓名 林姿伶 胡瑋庭 柏方茹 王易宣 
成績 15" 17" 18" 20" 

1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21916 21902 21602 21807 20309 20905 
姓名 高綾君* 魏心怡 林姿伶 林欣霓 方思怡 鄭怡芬 
單位 休閒系 休閒系 企管系 多媒體 應外系 材料系 
成績 13"5 14"9 15"2 15"6 15"7 16"1 

 



2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21507 21602 21908 21508 21509 21805 
姓名 洪霓 林姿伶 楊蕙甄 黃曼娟 黃韻菱 柯雅羚 
單位 財金系 企管系 休閒系 財金系 財金系 多媒體 
成績 30"8 32"4 33"4 36"43 37"43 40"55 

4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號碼 21704 21512 21511 21513 21911 20802 
姓名 陳怡菁 許詩怡 黃婉婷 邱惠君 林莉芳 吳思嫺 
單位 生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休閒系 飛機系 
成績 1'15"8 1'27"3 1'31"3 1'32"7 1'33"4 1'36"8 

8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號碼 20501 21904 21512 21912 21601 
姓名 劉柏君 廖君毓 許詩怡 汪淑君 林宛貞 
單位 光電系 休閒系 財金系 休閒系 企管系 
成績 3'03"6 3'15"8 3'19"8 3'23"23 3'34"73 

4X100 公尺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組 
單位 休閒系 財金系 應外系 工管系 航電系 企管系 

成績 1'00"7 1'04"5 1'07"0 1’07”69 1’07”98 1’09”42 

20X100 接力決賽 

組別 
名次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一組 
單位 四休閒二甲 四企管一乙 四企管二甲 四財金二甲 四多媒三甲 

成績 5’43”19 5’46”94 5’53”75 5’58”06 6’1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