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男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男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男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 

名次、成績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田
賽 

跳高 

單位 飛機系 資工系 光電系 飛機系 飛機系 工管系 

姓名 蕭英睿 劉永鴻 廖偉哲 
江昱頤 

並列第三名 

謝松霖 張碩 

成績 1m80 1m60 1m55 1m55 1m55 1m55 

跳遠 

單位 電子系 飛機系 資工系 工管系 電機系 財金系 

姓名 王寶文 林士銘 鍾黃盛 涂榮城 陳彥宏 饒正鈜 

成績 5.5 5.43 5.11 5.03 4.97 4.85 

三級跳遠 

單位 資工系 企管系 飛機系 飛機系 工管系 機電輔系 

姓名 陳省澔 蔡競輝 黃至賢 何崧源 林志軒 翁偉誠 

成績 12.4 11.01 10.78 10.19 9.74 9.68 

鉛球 

單位 電機系 飛機系 動機系 電機系 工管系 材料系 

姓名 廖邑軒 溫奕維 詹皇奕 楊子慶 陳威佑 林彥安 

成績 11.08 9.29 9.05 8.76 8.38 7.89 

徑
賽 

100公尺 

單位 材料系 飛機系 電機系 飛機系 光電系 休閒系 

姓名 謝丞堯 葉俊賢 李昀偉 高德譯 陳鈞銘 劉明昌 

成績 11”01 11”03 11”15 11”25 11”35 11”43 

200公尺 

單位 材料系 材料系 電機系 電子系 電機系 自動化系 

姓名 劉晉碩 謝丞堯 吳欣諺 王俊嘉 林威儒 簡名曜 

成績 22”79 22”80 24”36 24”99 25”45 25”64 

400公尺 

單位 電子系 材料系 電子系 機電輔系 電機系 飛機系 

姓名 黃聖淇 陳弘哲 王俊嘉 陳祐宸 楊皓仁 蔡辰典 

成績 52”11 55”03 58”98 1’04”61 1’05”50 1’08”59 

800公尺 

單位 企管系 機電輔系 工管系 自動化系 動機系 動機系 

姓名 張程 高偉哲 張文乾 鄭宇鈞 鍾祁恩 薛光翔 

成績 2’21”89 2’31”28 2’32”06 2’41”32 2’43”61 2’43”83 

1500公尺 

單位 動機系 飛機系 電機系 飛機系 材料系 材料系 

姓名 張聿緯 劉御賢 林永欣 張景翔 張祐瑜 檢俊傑 

成績 4’45”28 4’47”89 4’49”90 5’22”71 5’25”75 5’40”82 

5000公尺 

單位 動機系 飛機系 電機系 電子系 飛機系 電機系 

姓名 張聿緯 劉御賢 林永欣 簡嘉成 黃聖淇 謝宗桓 

成績 18’30”59 18’47”54 19’06”96 20’12”65 20’41”45 20’48”35 

4*100公尺 

接力 

單位 飛機系 材料系 工管系 自動化系 電機系 設計系 

成績 46”23 47”20 48”68 49”34 49”92 51”38 



女女女女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生組田徑各項競賽項目成績紀錄表 

名次、成績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田
賽 

跳高 

單位 設計系 企管系 生科系    

姓名 吳佳容 謝宛伶 康芷耘    

成績 1.2 1.15 1.1    

跳遠 

單位 材料系 電子系 財金系 多媒體系   

姓名 李姿誼 温宛頤 陳佩汝 葉芳妤   

成績 3.57 3.13 3.04 2.38   

鉛球 

單位 工管系 光電系 休閒系 機電輔系 生科系 工管系 

姓名 林加萱 葉惠宜 胡于玲 涂芯華 李育嬛 王晨如 

成績 8.13 7.69 6.98 6.30 6.04 5.92 

徑
賽 

100公尺 

單位 自動化系 車輛系 生科系 企管系 電機系 飛機系 

姓名 葉芸慈 李金紗 劉蕙綺 廖于瑄 張嘉芸 楊淳好 

成績 13”05 14”47 15”46 15”47 15”62 17”63 

200公尺 

單位 多媒體系 設計系 企管系 自動化系 材料系 自動化系 

姓名 仝玉潔 黃上芸 吳雅芳 郭佳惠 鄭玉純 蘇于涵 

成績 30”09 33”69 35”08 36”36 36”59 38”51 

800公尺 

單位 多媒體系 企管系 生科系 自動化系 電子系 材料系 

姓名 仝玉潔 謝宛伶 康芷耘 郭佳惠 林倇暄 林姵汝 

成績 2’36”98 2’59”87 3’19”09 3’30”19 3’42”24 3’48”59 

4*100公尺 

接力 

單位 多媒體系 設計系 自動化系 車輛系 電機系 電子系 

成績 1’03”89 1’04”19 1’06”47 1’08”34 1’08”34 1’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