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徑比賽競賽編配表 

女生組 徑賽 分組表 

1. 100公尺預賽(共 9人，分 2組；每組取前 2名另擇優 4名參加決賽)     

第 1組 第 2組 

(2)24702 王佳恩 生科系  (3)22701 劉庭榕 自動化系  

(3)25005 陳筱珊 休閒系  (4)25006 詹昀諠 休閒系  

(4)23201 古巧羽 材料系  (5)23106 池孟沁 飛機系  

(5)23111 張婕羚 飛機系  (6)24502 沈筱旂 財金系  

(6)22303 馬郁淳 設計系   

2. 200公尺決賽(共 6人，分 1組；取前 3名) 

第 1組 

(2)23901 邱詠茜 工管系  

(3)25004 曾育萱 休閒系  

(4)25012 賴貞卉 休閒系  

(5)24601 吳雅芳 企管系  

(6)23103 粘以安 飛機系  

(7)22301 黃上芸 設計系  

 

3.400公尺決賽(共 6人，分 1組；取前 3名) 

第 1組 

(2)24701 康芷耘 生科系  

(3)25003 曹佳晴 休閒系  

(4)24602 吳若瑋 企管系  

(5)23104 尚衍容 飛機系  

(6)24503 金沂蓁 財金系  

(7)24206 廖芳琦 應外系  

 

4. 800公尺決賽(共 11人，分 1組；取前 6名) 



第 1組  

(1)24705 蕭莉蓁 生科系  (7)25003 曹佳晴 休閒系  

(2)25006 詹昀諠 休閒系  (8)25009 宮翊 休閒系  

(3)22803 鄭佳錡 車輛系  (9)23108 劉君嬈 飛機系  

(4)23109 朱安如 飛機系  (10)23110 張家瑜 飛機系  

(5)22305 陳薇敏 設計系  (11)24001 劉晉瑜 電子系  

(6)24206 廖芳琦 應外系   

5. 4*100公尺接力決賽(共 7隊，分 1組；取前 6名) 

 

 
 
 

 
 
 

 
 
 

 
 

第 1組  

(1)工管系   

(2)生科系   

(3)休閒系   

(4)多媒體系   

(5)飛機系   

(6)設計系   

(7)應外系   



田徑比賽競賽編配表 
男生組 徑賽 分組表 

1. 100公尺預賽(共 25人，分 4組；每組取 1名，另擇優 4名參加決賽) 

  

2. 200公尺預賽(共 11人，分 2組；每組取 2名另擇優 4名參加決賽) 

  

3. 400公尺預賽(共 11人，分 2組；每組取 2名，另擇優 4名參加決賽) 

 

 

第 1組 第 2組  

(2)12713 簡笙 自動化系  (2)13110 劉松淵 飛機系   

(3)12311 鄭清銓 設計系  (3)12424 盧文彬 動機系   

(4)14005 黃聖淇 電子系  (4)14302 江韋霖 資工系   

(5)12503 徐士展 電機系 (5)14101 紀耀宗 資管系  

(6)17106 林暐翔 機電輔系 (6)12505 吳欣諺 電機系   

 (7)12725 林政緯 自動化系  

第 1組 第 2組 第 3組 

(1)12702 林子淵 自動化系  (2)12706 楊畯毅 自動化系  (2)12711 徐夢擎 自動化系  

(2)15001 林孟儒 休閒系  (3)12601 鄭長坤 光電系  (3)14603 李嘉勳 企管系  

(3)14604 林思安 企管系  (4)14605 蔡秉宏 企管系  (4)12802 錢盈睿 車輛系  

(4)14007 江沅龍 電子系   (5)12508 李昀偉 電機系 (5)13104 葉俊賢 飛機系 

(5)12308 潘睿澤 設計系  (6)12404 鄭仲能 動機系  (6)12405 顏健祐 動機系  

(6)12412 楊晉豪 動機系  (7)13113 蔡忠軒 飛機系 (7)14006 詹勳霖 電子系  

(7)14305 謝銘霖 資工系    

   

第 4組   

(2)14201 劉建良 應外系   

(3)12318 陳威誠 設計系   

(4)12416 沈勝騰 動機系   

(5)14017 黃柏豪 電子系    

(6)13115 張尹謄 飛機系   

(7)14101 紀耀宗 資管系    

第 1組 第 2組  

(2)14701 林冠霖 生科系  (2)12708 張誠晏 自動化系   

(3)12721 張國良 自動化系  (3)13203 彭向榮 材料系   

(4)13121 林聖財 飛機系 (4)13109 郭俊誼 飛機系   

(5)12425 林漢闛 動機系  (5)12428 唐梓淨 動機系   

(6)14018 李德文 電子系  (6)14102 劉政穎 資管系   

(7)12503 徐士展 電機系    



4. 800公尺決賽(共 9人，分 1組；取前 6名) 

 

5. 1500公尺決賽(共 17人，分 1組；取前 6名) 
 

 

 

 

6. 5000公尺決賽(共 15人，分 1組；取前 6名) 

 

  

 

 

 

 

 

第 1組   

(1)12710 陳宥緯 自動化系  (6)12716 李其軒 自動化系   

(2)12718 賴軍凱 自動化系  (7)14602 張  程 企管系   

(3)13116 張佳峻 飛機系  (8)14501 廖祖耀 財金系   

(4)12404 鄭仲能 動機系  (9)14012 曾冠霖 電子系   

(5)14307 于建棋 資工系    

(1)13201 魏子竣 材料系  (9)12801 史明峯 車輛系  (17)12710 陳宥緯 自動化系 

(2)13102 張景翔 飛機系  (10)13103 劉御賢 飛機系   

(3)13107 黃康儼 飛機系  (11)13116 張佳峻 飛機系   

(4)14501 廖祖耀 財金系  (12)12316 郭祐齊 設計系   

(5)12317 高宇辰 設計系  (13)12402 徐銘成 動機系   

(6)12403 陳睿清 動機系  (14)12426 劉奇銘 動機系   

(7)14001 簡嘉成 電子系  (15)14013 王鈞緯 電子系   

(8)14301 張壹智 資工系  (16)12507 林永欣 電機系  

(1)14701 林冠霖 生科系  (9)12702 林子淵 自動化系   

(2)14608 林椿盛 企管系  (10)12801 史明峯 車輛系   

(3)13105 林京緯 飛機系  (11)13107 黃康儼 飛機系   

(4)13112 呂沛宸 飛機系  (12)12311 鄭清銓 設計系   

(5)12403 陳睿清 動機系  (13)12422 許家誠 動機系   

(6)14001 簡嘉成 電子系  (14)14004 曾梓渝 電子系   

(7)14012 曾冠霖 電子系  (15)14301 張壹智 資工系   

(8)12507 林永欣 電機系    



7. 4*100公尺接力預賽(共 11隊，分 2組；每組取 2名另擇優 4名參加決賽) 

第 1組 第 2組 

(2)自動化系  (2)休閒系  

(3)企管系  (3)車輛系  

(4)飛機系  (4)設計系  

(5)動機系  (5)電子系  

(6)資工系  (6)電機系  

(7)機電輔系   

 

8. 4*400公尺接力計時決賽(共 10隊，分 2組；取前 6名) 

第 1組 第 2組 

(1)生科系  (1)自動化系  

(2)企管系  (2)車輛系  

(3)飛機系  (3)設計系  

(4)動機系  (4)電子系  

(5)電機系  (5)機電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