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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校慶運動大會 

會  長：覺文郁 

副會長：沈金鐘 

大會籌備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覺文郁 

副 主 任 委 員 ：沈金鐘 

委        員 ：王文瑛、江季翰、李炳寅、李廣齊、何慧婉、呂啟彰、何智廷 

  吳純慧、李竹芬、林瑞璋、林博正、周榮源、林盛勇、邱銘宏 

  林俊男、洪櫻花、胡智熊、侯錦雄、翁豊在、張洝源、張永農 

  許永和、張益新、張銀祐、陳裕芬、陳新郁、黃士哲、彭及忠 

  楊達立、楊東昇、楊閔惠、楊美圓、楊士賢、劉正達、鄭錦聰 

  蔡明標、鄭仁杰、蔡  璞、蕭育如、謝淑惠、羅見順、顧瑞祥 

  (以上依姓氏筆劃排序) 

大  會  職  員 

總 幹 事 ：陳裕芬 

組  員 ：林青彥、鄭旭均、賴沛恩 

  接待宣傳組長 ：廖麗文 

組 員 ：蔡嘉慧、陳漢麟、廖子儀、童耿緯、張育瑋、張閔智、馮佳芸 

  大會指揮組長 ：郭岳麟 

組 員 ：黃祥銘、蔣坤庭、賈維忠、林思妤、鐘金富、王世宗、張雅鈞 

  廖玉峰、唐賞娟 

  典 禮 組 長 ：簡瑞宇 

組 員 ：王建喻、陳威誌、江韋勳、吳俊陞、李昀陽、林于翔、林哲緯 

  林煒智、陳冠傑、陳柏勳、陳禹翰、陳靖霖 

  競 賽 組 長 ：游立椿 

組 員 ：王建智、仝玉潔、田佩欣、李依玲、黃郁舒、詹謦華、廖盈筑 

  記 錄 組 長 ：廖尹華 

組 員 ：王美雪、陳俐吟、范雅婷、陳宥螢、林思妤、吳家綺 

  糾 察 組 長 ：蔡協哲 

組 員 ：王萁緯、陳彥廷、邱煒程、黃騰賢、李仁敦、黃致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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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組 長 ：林文煌 

組 員 ：劉正達、陳政裕、吳文忠、邱國珍、廖尹華、簡瑞宇、林文瑜 

  許高魁、蔡協哲、張玉隆、趙春惠、林正義、王健峯、張進南 

  王淑禎、施文欽、楊紋貞、蔡安侖、廖偉智、楊坤芳 

  總 務 組 長 ：劉煥彩 

組 員 ：黃貞潁、劉淑華、王素勤、王昌宇、朱雄聖、吳美惠、吳美淑 

  吳明月、陳焜杰、林樹源、許金塗、周俊傑、黃進福、王錦琦 

  交通警衛組長 ：杜達夫 

組 員 ：陳啟旺、林文助、林裕豐、栗林茂 

  攝 影 組 長 ：許高魁 

組 員 ：徐  旗、林亭妤、楊承翰、賴昱瑋、黃梓翔 

  會 計 組 長 ：施瓔芳 

組 員 ：林意甄 

  文 書 組 長 ：王世璋 

組 員 ：盧淑茵 

     獎 品 組 ：黃麗香 

組 員 ：王淑禎、江秋蟬、呂美雲、黃楚鈞、葉佩宜、涂羽亭、蔡佳榆 

   醫 護 組 長 ：楊源昌 

組 員 ：陳玉梅、蔣宛津、陳裕文、羅方瑋、廖奕晟、楊裕生、張育瑞 

  何昌駿、陳瑞瑜、傅筱萱 

  趣味競賽組長 ：林文瑜 

組 員 ：王淑禎、林文聰、莊金煇、劉佩怡、鄭雅惠、廖雪娥、蘇慈蓮 

  陳宏璋、楊博鈞、巫金英、陳玫均、黃婉如、蕭莉蓉、趙婉君 

  楊壹筑、楊景惠、林宛儒、陳姿忻、吳威志、葉勇志、柯秉均 

  場地器材組長 ：蔡協哲 

組 員 ：陳坤泉、翁堂淵、曾惠玉、陳育清、簡建州、施承翰、曾柏文 

  劉宥朋、劉豐鎧、溫信偉、王嘉麒、蕭為中、涂榮城、柯鈞元 

羅景鴻、蔡孟軒、黃緣昌、卓柏學、黃顏維辰 

  環 保 組 長 ：林竺典 

組 員 ：楊瑜婷、王詠宣、王璿惠、林佳蓁、蘇珈儀、張菁双、廖苑汝 

  周思佳、李靜如、張凱勝、陳建豪、陳盛昌、李承勳、黃盛鴻 

  鄭弘暉、鄭宇翔、劉承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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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審判委員會 

召集人：陳裕芬 

委  員：許高魁、林文煌、洪櫻花、廖尹華、簡瑞宇、蔡協哲、林文瑜、游立椿 

 

大  會  裁  判 

會 場 管 理 ：陳裕芬 

田 賽 裁 判 長 ：許高魁 

徑 賽 裁 判 長 ：林文煌 

跳遠、三級跳遠主任 ：劉正達 

跳遠、三級跳遠裁判 ：張玉隆、廖偉智、尤泓哲、李浩廷、林大中、林旭政 

  曾云奕、劉政寰  

跳 高 、 鉛 球 主 任 ：廖尹華 

跳 高 、 鉛 球 裁 判 ：邱國珍、張進南、楊尚達、黃智生、陳敦昱、施廷翰  

終 點 主 任 ：簡瑞宇 

終 點 裁 判 ：楊坤芳、張筱姍、林家祥、康晉瑋、陳冠宇、曾祥銓 

  馮志豪、廖育鴻、蔣宜諺、顏聖華、蘇星翰、蘇哲毅 

  張智皓、丁心惠、吳彥成、楊紋貞、蔡安侖 

計 時 主 任 兼 

終 點 攝 影 主 任 

：林文煌 

計 時 裁 判 ：王健峯、吳文忠、吳泰鄅、范立達、莊智丞、宋季儒 

  林宛萱、林姿誼、黃韻璇、謝佩芸、周暉勇、邱俊豪 

陳韋年 

檢 察 主 任 ：蔡協哲 

檢 察 裁 判 ：王萁緯、陳彥廷、邱煒程、黃騰賢、李仁敦、黃致翰 

檢 錄 主 任 ：陳政裕 

檢 錄 裁 判 ：林正義、趙春惠、宋冠誼、楊修懿、葉秀鑫、詹益銘 

  廖仲康、蘇裕宸 

發 令 主 任 ：許高魁 

發 令 助 理 員 ：施文欽、林振培、施耀杰、劉韋廷、周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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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撥 音 員 
開 閉 幕 司 儀 

：蔡協哲 

大 會 助 理 員 ：劉映妤、吳啟榮、程千育、劉凱盈 

趣 味 競 賽 主 任 ：林文瑜 

趣 味 競 賽 裁 判 ：王淑禎、林文聰、莊金煇、劉佩怡、鄭雅惠、廖雪娥 

  蘇慈蓮、陳宏璋、楊博鈞、巫金英、陳玫均、黃婉如 

  蕭莉蓉、趙婉君、楊壹筑、楊景惠、林宛儒、陳姿忻 

  吳威志、葉勇志、柯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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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 0 三學年度校慶運動大會 

開幕典禮程序表 

開幕典禮時間：一 0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一、大會開始（奏樂） 九、唱國歌 

二、主席就位 十、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三、運動員進場 十一、主席致詞 

四、會旗進場 十二、來賓致詞 

五、聖火進場 十三、運動員宣誓 

六、點燃勝利之火 十四、禮成（奏樂） 

七、全體肅立 十五、運動員退場 

八、升大會旗（奏校歌） 
 

 

 

 

 

 

 

 

 

 

運動員宣誓誓詞運動員宣誓誓詞運動員宣誓誓詞運動員宣誓誓詞    

我           謹代表全體運動員，誓以至誠，參加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103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願發揮運動員精神，恪遵大會規章，並服

從裁判員之判決。 

宣誓代表            謹誓    中華民國一 0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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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 0 三學年度校慶運動大會 

閉幕典禮程序表 

閉幕典禮時間：一 0 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四時二十分 

 

 

一、典禮開始（奏樂） 六、頒獎 

二、全體肅立 七、降會旗 

三、主席就位 八、禮成（奏樂） 

四、主席致詞 九、運動員退場 

五、來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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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開開開、、、、閉幕典禮暨升旗須知閉幕典禮暨升旗須知閉幕典禮暨升旗須知閉幕典禮暨升旗須知 

一、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均須參加大會之開、閉幕典禮。 

二、服    裝：穿著班級統一規定之運動服裝。 

三、集合時間、地點 

※※※※運動會預演運動會預演運動會預演運動會預演：1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3:30 於操場集合 

※※※※預演參與人員預演參與人員預演參與人員預演參與人員：樂隊、各院代表 2 人<院牌、院旗>、各所代表 1 人<所牌>、各系代表 

                2 人<系牌、系旗>、各系代表繞場 20 人) 

※※※※開幕典禮開幕典禮開幕典禮開幕典禮：11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8:40 於運動場各班指定地點集合。 

※※※※閉幕典禮閉幕典禮閉幕典禮閉幕典禮：11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4:30 於運動場各班指定位置集合。 

四、開、閉幕典禮繞場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參加繞場之同學以各系指定之 20 名運動員為代表。 

 （二）各單位入場順序： 

順

序 
單位 

順

序 
單位 

順

序 
單位 

一一一一    電資學院電資學院電資學院電資學院    10 自動化工程系 19 休閒遊憩系 

1 光電工程系 11 車輛工程系 五五五五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 資訊工程系 三三三三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20 進修推廣部    

3 電機工程系 12 工業管理系 21 進修學院 

4 電子工程系 13 企業管理系 22 校友會 

二二二二    工程學院工程學院工程學院工程學院    14 資訊管理系 23 外籍生 

5 動力機械工程系 15 財務金融系   

6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四四四 文理學院文理學院文理學院文理學院   

7 飛機工程系 16 生物科技系   

8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7 應用外語系   

9 機械設計工程系 18 多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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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三）各單位入場排列之次序為院牌、院旗、院長、所牌、系牌、系旗、系主任、各系二十   

       名之運動員代表。各單位牌、單位旗、院長、系主任、運動員代表距離為兩大步，運 

       動員代表成四路縱隊行進。(院長、系主任、研究生行進至第四標兵時，請至司令台 

       觀禮)。 

                            【】----◎ 

▅------ - ◤ ----  ○--- 【】----◎ ----□-----◤-------  ○---- 

       院牌   院旗   院長   【】----◎  系牌  系旗   系主任 

所牌 研究生                         各系運動員代表 

 （四）各單位行進時，步伐請整齊一致並配合音樂節奏前進，由院長與系主任發號口令。 

        (預演練時，由院牌及系牌持牌同學發號口令)。 

★各學院：經過司令台前【第二標兵】時，由院長發「向右看」口令，院牌、所牌面

轉向司令台、院旗向下傾斜 45 度，院長行舉手禮、運動員代表面向司令台

行注目禮。經過【第三標兵】時，由院長發「向前看」口令，院牌、所牌

面轉向前，院旗隨即復原，繼續行進至指定位置。 

★各  系：經過司令台前【第二標兵】時，由系主任發「向右看」口令，系牌面轉向

司令台、系旗向下傾斜 45 度，系主任行舉手禮、運動員代表面向司令台行

注目禮。經過【第三標兵】時，由系主任發「向前看」口令，系牌面轉向

前，系旗隨即復原，繼續行進至指定位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開幕創意進場評分標準開幕創意進場評分標準開幕創意進場評分標準開幕創意進場評分標準：：：：創意設計創意設計創意設計創意設計 50%%%%、、、、表演與整體性表演與整體性表演與整體性表演與整體性 30%30%30%30%、、、、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服裝設計 20%20%20%20%。。。。    

                                    2.開幕創開幕創開幕創開幕創意進場表現將列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評分意進場表現將列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評分意進場表現將列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評分意進場表現將列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評分。。。。 

五、宣 誓 式：宣誓代表至宣誓台發「系旗出列」口令，各院旗、系旗持旗手迅速跑步出列

以半圓形圍繞宣誓台。聞「運動員立正」口令，系旗向前傾斜 45 度，全體師

生請立正。宣誓完畢後，各院、系旗跑步入列，宣誓代表返回原處。 

六、退    場：由指揮人員發「退場」口令，各班同學自動向後轉跑步至各班休息區，不得

停留於場內或離隊攝影等事宜。 

七、閉幕典禮之隊形與位置比照開幕典禮位置，唯各班運動員代表入列於班牌之後，典禮結

束後按規定之路線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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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 

參加比賽之各單位隊職員除應遵守大會競賽規程、比賽規則及比賽辦法之

規定外，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檢錄處：位於 100 公尺起點處後方。 

二、各項檢錄時間：（請攜帶學生證請攜帶學生證請攜帶學生證請攜帶學生證） 

項目 到達檢錄處時間 到達比賽場地時間 

田賽項目 直接到比賽場地檢錄 比賽前 40 分 

徑賽項目 比賽前 30 分 比賽前 10 分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凡逾時不到者凡逾時不到者凡逾時不到者凡逾時不到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每人每項次扣該系總錦標分數每人每項次扣該系總錦標分數每人每項次扣該系總錦標分數每人每項次扣該系總錦標分數 0.5 分分分分 

三、各項接力比賽棒次表依規則 170.11 須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須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須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須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 9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填 

    妥送交競賽組。(棒次表請至競賽組領取) 

四、號碼布應佩掛在運動上衣之胸前一塊，不得佩掛於其他部位，不按規定佩 

掛者，概不允許參加比賽，若號碼布遺失，請攜帶學生證至競賽組補發。 

五、參加各項競賽之選手，不得赤腳或是穿著非運動鞋參賽；參加大隊接力之 

    選手不可赤腳、穿著非運動鞋或類似釘鞋（包括釘鞋拔掉釘子）上場比賽， 

    違反規定者，馬上取消參賽資格。另大隊接力傳接棒時超出接力區或明顯 

    違規遭檢察員登記時，每次違規均加秒數五秒每次違規均加秒數五秒每次違規均加秒數五秒每次違規均加秒數五秒。四百公尺接力、一千六百 

    公尺接力發生違規時，則取消該隊成績。 

六、各項比賽時間及地點在秩序冊內，均已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更改，依競 

    賽組張貼公告及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請選手隨時查閱並注意聆聽報告員 

    宣布事項。 

七、徑賽分組與道次編排：預賽以系別蛇行分組；複賽、決賽按前次出賽成績， 

    根據田徑規則第 166.3 先名次，再擇優錄取成績蛇行分組。各賽次各組道 

    次，依成績順序以 4、5、3、6、7、8、2、1 編配道次。 

八、田賽選手出場比賽順序：依選手號碼由少而多排列。 

九、選手提出學生證由檢錄人員核對身分無誤後，應靜候檢錄人員率隊至比賽 

    場地預備，凡比賽完畢之選手應聽從裁判人員指示退場外，非與賽人員（含 

    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等）不得進入場內，違者除立即宣布退出場外， 

    並得停止該單位該項選手參賽。 

十、各單位務必於領隊會議中提出「 不出賽名單 」，確認後選手若因故無法出 

    賽，請於該項目檢錄前至競賽組請假，否則選手未出席任一賽次視同棄權， 

    每人每項次扣該系總錦標分數 0.5 分。 

十一、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均須穿著各單位規定標誌之團體運動服，另參加 4× 

      100 公尺及 4×400 公尺接力隊員之服裝樣式、顏色均須統一，獲獎隊伍依 

      決賽棒次表四位選手頒發獎狀。 

十二、跳高高度晉升表：請參閱 P.13 

十三、賽程時間表：請參閱 P.37 

十四、請依秩序冊頒獎時間前 10 分鐘至司令台前等候頒獎。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以大會公告為準，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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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一一一 0 三三三三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 

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比比比賽競賽規程賽競賽規程賽競賽規程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促進學生運動風氣，發展基本體能，同時增進系際交誼，並提高田徑技術水準，

特舉辦此運動會。 

二、日期：預訂中華民國103年11月21日（星期五）至11月22日（星期六）。 

三、地點：本校田徑場。 

四、競賽分組：【田徑單項比賽以系為單位(每系每項報名至多4人)、啦啦隊比賽以系為單位；大

隊接力、趣味競賽則以班為單位報名】。 

(一) 男生組：全校日間部、進修學院與進修推廣部男生。 

(二) 女生組：全校日間部、進修學院與進修推廣部女生。 

五、參加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代表該系報名參加比賽。 

六、錦標種類：（各錦標少於六隊時，取消該錦標獎項） 

(一)精神總錦標：以系系系系為單位，只取一名。下述錦標之前六名按7、5、4、3、2、1計分，

最高者頒給錦旗，交由該系保管一年，於次年比賽兩個星期前還回體育

室。 

(二)田徑錦標：以系系系系為單位，男、女組各取前六名(隊伍不足八隊時，取前三名；接力項目

屬於田徑錦標，且分數以兩倍計算)。 

(三)大隊接力錦標： 

   1.以班班班班為單位，男、女生組分計，各取前六名（或前三名）。 

   2.各系各年級得獎班級積分合計後，再依總積分決定系排名，再依7、5、4、3、2、1

給積分到精神總錦標計分上。 

(四)趣味競賽錦標：以班班班班為單位，各組參賽隊伍取前六名（或前三名）。 

   1.以班班班班為單位，男、女生組分計，各取前六名（或前三名）。 

   2.各系各年級得獎班級積分合計後，再依總積分決定系排名，再依7、5、4、3、2、1

給積分到精神總錦標計分上。 

(五)啦啦隊錦標：以系系系系為單位，取前四名。 

七、競賽項目： 

組別 各      參      賽      項      目 

田賽 跳高 跳遠 三級跳遠 鉛球     
男生組 

徑賽 100m 200m 400m 800m 1500m 5000m 4×100m 4×400m 

田賽 跳高 跳遠 鉛球      
女生組 

徑賽 100m 200m 400m 800m 4×100m 4×400m   

男生組 20×200m（大隊接力以班班班班為單位報名） 

女生組 20×100m（大隊接力以班班班班為單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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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加辦法：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3年10月01日(星期三)下午5:00止。【各班康樂股長繳交運動會

田徑單項報名表(每系每項報名至多每系每項報名至多每系每項報名至多每系每項報名至多4人人人人，，，，請事先與系學會會長協商溝請事先與系學會會長協商溝請事先與系學會會長協商溝請事先與系學會會長協商溝

通通通通)、班級大隊接力報名表及趣味競賽報名表給系學會會長，以利會長報

名】。 

(二) 10月月月月01日日日日(一一一一)~10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五五五五)運動會網路報名系統開放運動會網路報名系統開放運動會網路報名系統開放運動會網路報名系統開放（各系學會會長開始報名） 

(三) 10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三三三三)前前前前各系學會會長將全校運動會報名表經由系學會會長與系主任核章

後，繳至體育活動組備查。 

(四) 班級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各班各班各班各班報名表填妥經導師簽章後，影印一份（備份）送交

體育活動組。 

(五) 啦啦隊報名：即日起至103年10月24日（星期五）下午5：00止，送交體育活動組。 

(六) 網路報名系統：請參閱體育室網頁 http://sport.nfu.edu.tw/ 

九、競賽辦法： 

(一) 報名時，每系系系系在各項競賽中註冊之運動員至多以至多以至多以至多以4人為限人為限人為限人為限(接力賽得有兩人替補)。 

(二) 四百公尺接力每隊註冊隊員六名，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每隊註冊隊員六名（賽前三十

分鐘請於檢錄組確認出賽名單，成績與獎狀發予決賽四人）。 

(三) 男生組四千公尺大隊接力20人，女生組兩千公尺大隊接力20人。 

(四) 每一運動員在田徑賽項目中至多參加二項（接力賽除外）。田徑運動績優生參加個

人項目只能報名一項（接力賽除外）。田徑賽運動績優生的定義，只限定為田徑運

動績優生，其他類運動績優生不限制。 

(五) 每單項比賽錄取前六名，按七、五、四、三、二、一計分，接力賽加倍計分。大隊

接力不算在田徑錦標內，但算在田徑總錦標之中。 

(六) 每單項報名人數少於六人以下不舉行比賽。若只有六人出賽時，則取前三名，按三、

二、一計分。 

(七) 各單項比賽若於賽前2小時無法到競賽組填寫「無法出賽紀錄表」，則以棄權論，每

人次扣田徑賽錦標0.5分，直至零分為止。趣味競賽、大隊接力、啦啦隊錦標則以隊

計算，參賽隊伍無故缺席時，扣該系總成績3分。 

十、各項團體錦標計算辦法： 

(一) 精神總錦標：只取一名，以男、女生組田徑賽、趣味競賽及大隊接力賽趣味競賽及大隊接力賽趣味競賽及大隊接力賽趣味競賽及大隊接力賽(以各系各以各系各以各系各以各系各

班各得獎積分加總後班各得獎積分加總後班各得獎積分加總後班各得獎積分加總後，，，，再排出再排出再排出再排出系系系系排名排名排名排名，，，，再依再依再依再依7、、、、5、、、、4、、、、3、、、、2、、、、1給積分給積分給積分給積分)、啦啦隊錦 

    標成績合計。 

(二) 田徑錦標：以系系系系為單位，男、女組各取前六名（或前三名）。以該系在各單項得分

之總合計算。 

(三) 大隊接力錦標： 

   1.以班班班班為單位，男、女生組分計，各取前六名（或前三名）。 

   2.各系各年級得獎班級積分合計後，再依總積分決定系排名，再依7、5、4、3、2、1

給積分到精神總錦標計分上。 



 

13  

(四) 趣味競賽錦標： 

   1.以班班班班為單位，男、女生組分計，各取前六名（或前三名）。 

   2.各系各年級得獎班級積分合計後，再依總積分決定系排名，再依7、5、4、3、2、1

給積分到精神總錦標計分上。 

(五) 啦啦隊錦標：以系系系系為單位，取前四名。 

十一、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十二、抗議： 

(一) 比賽爭議若規則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不得

提出抗議。 

(二) 合法之抗議應由各單位領隊簽章，以書面方式在該項比賽完畢成績公佈後一小時內

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該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三、獎懲： 

(一) 各田徑單項比賽取前六名，由大會頒發獎狀，前三名另頒發獎牌及獎金以資鼓勵。 

(二) 大隊接力錦標前三名領取獎盃及獎金、田徑錦標前三名領取獎盃。 

(三) 啦啦隊錦標前四名頒發獎盃及獎金。 

(四) 各項目成績優異者優先選為本校運動代表隊。 

(五) 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證實者，立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名次、得分，並

依校規處分。 

十四、領隊會議：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3：30起在經國館二樓視聽教室舉行，

請各系學會會長及各班康樂股長準時報到，領取秩序冊及號碼布，不另行

通知。 

十五、本規程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跳高高度晉升表 

每次高度晉升表(m) 
組 別 

大會

紀錄 

練習 

高度 1 2 3 4 5 6 7 8 

男子組 1.96 1.45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3 1.76 

女子組 1.41 1.05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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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趣味競賽規程趣味競賽規程趣味競賽規程趣味競賽規程 

一一一一、、、、兩人三腳兩人三腳兩人三腳兩人三腳 

  (一) 每班可報名 20 人參賽（預備 4 人），男女皆可。 

  (二) 兩人腳踝處綁一條繩子前進至前方 20 公尺處，繞過目標物後回至原點，下一組始可 

      出發。 

  (三) 途中若帶子脫落，違規者由裁判登記，每一組人馬違規時加該隊比賽成績 5 秒鐘。 

  (四) 分組計時決賽。 

  (五) 超過十隊時取六名，七至九隊取前三名，四至六隊取二名，頒發獎盃。 

 

二二二二、、、、傳球接力傳球接力傳球接力傳球接力 

  (一) 每班可報名 16 人參賽（預備 4 人），男女皆可。 

  (二) 雙手握住網球拍握把處，球放置於拍面前進至前方 20 公尺處，繞過目標物後回至原 

      點，下一組始可出發。 

  (三) 若球掉到地上，須回到原點重新持球前進，途中若雙手離開握把時，每人次加 5 秒， 

      但若以手觸球前進，則該隊不計成績。 

  (四) 分組計時決賽。 

  (五) 超過十隊時取前六名，七至九隊取前三名，四至六隊取前二名，頒發獎盃。 

 

三三三三、、、、滾輪大賽滾輪大賽滾輪大賽滾輪大賽 

  (一) 每班可報名 16 人參賽（預備 4 人），男女皆可。 

  (二) 推行輪胎前進至前方 20 公尺處，繞過目標物後回到原點，下一組始可出發。 

  (三) 途中若輪胎倒地，不可拖行前進，需扶起後，始可繼續前進。若接近終點時，需參賽 

      者及輪胎均需進入終點線，下一名參賽者始可前進。違規者由裁判登記，每人次加該 

      隊成績 5 秒鐘。 

  (四) 分組計時決賽。 

  (五) 超過十隊時取前六名，七至九隊取前三名，四至六隊取前二名，頒發獎盃。 

 

＊＊＊＊競賽錦標競賽錦標競賽錦標競賽錦標積分積分積分積分算法算法算法算法：：：： 

一、各項比賽參賽隊伍多寡決定積分。 

   二、十隊以上取前六名，分別以7、5、4、3、2、1給分。 

       七至九隊取前三名，分別以3、2、1給分。 

       四至六隊取前二名，分別以2、1給分。 

   三、三隊以下不舉行該比賽。 

   四、有報名而未出賽之隊伍，毎隊扣該系團體總成績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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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競賽規程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競賽規程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競賽規程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競賽規程 

一、主旨：鼓勵教職員工參與運動，活絡身心健康，藉由趣味競賽方式讓全校教職員工交流 

          感情。 

二、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1-22 日(星期五、六) 

              比賽項目時間：高爾夫球推桿：上午 8:00（11/21、星期五） 

                            上傳下傳，薪火相傳：上午 9:30（11/22、星期六） 

三、活動地點：本校運動區田徑操場正中央。 

四、報名時間及地點：即日起至 10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請將報名表交回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分機 5283）或郵寄電子檔至 peactive@nfu.edu.tw，以利安排賽程。 

五、報名分組：行政單位與各學院可自行組隊參加比賽，若為聯隊請以主要成員單位做為報 

              名單位。 

六、比賽項目與規則 

  （一）高爾夫球推桿 

 (1)比賽選手需在高爾夫推桿墊上進行推桿，每人推 10 次累積得分，每次進洞得 1  

   分，未進則零分。 

 (2)每隊 6 人參賽(男女皆可，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6 人賽完之後各隊比較總分，依總分高 

   低排名。如遇總分相同時，則每隊再派一名選手出賽 PK，每人推 5 次累積得分， 

   每次進洞得一分，未進則零分，依總分高低至決定勝負為止。 

 (3)比賽提供球具，比賽完請繳回趣味競賽組。 

 (4)每場比賽設裁判 1 名，請趣味競賽組同學擔任，若遇爭議時，請服務同學向趣味 

   競賽組組長反應處理。 

 (5)各隊請依出賽單上之順序出賽。 

  （二）上傳下傳，薪火相傳 

 (1)每隊可報名 10 人參賽(男女皆可，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不含大工讀生)，由大會分組計時決賽。 

 (2)比賽 10 人為一隊，排成一路縱隊，各隊依時間快慢排名。 

 (3)鳴槍(笛)後，第 1 位隊員雙手上舉韻律球，依序傳遞至第 10 位隊員，第 10 位隊 

   員拿到球後，快跑至隊伍最前方(變成第一位隊員)，雙手將韻律球從雙腳跨下依 

   序傳遞至第 10 位隊員，第 10 位隊員拿到球後，快跑至隊伍最前方(變成第一位隊 

   員)，雙手上舉韻律球，依序傳遞至第 10 位隊員，直到原本第 1 位隊員回到第 1 

   位置後停錶結束。 

七、獎勵 

    (一)分為「上傳下傳，薪火相傳」、「高爾夫球團體賽」及「高爾夫球推桿個人最高分」 

       三個獎項。 

    (二)團體賽取前三名及個人最高分獎取一名，頒發獎品，三隊以下不舉行比賽。 

八、本規程經室務會議討論，呈請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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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隊隊隊職員名單及運動員號碼對照表職員名單及運動員號碼對照表職員名單及運動員號碼對照表職員名單及運動員號碼對照表    

 

1.機械設計工程系 

領隊：何智廷           隊長：邱昱仁 

12301 林文俊 12302 張瑞哲 12303 郭介嵩 12304 謝嘉元 12305 楊鎮豪 12306 吳柏叡 

12307 陳琨揚 12308 蔡承祐 12309 周俊廷 12310 洪賓志 12311 張育軒 12312 張政皓 

12313 廖志倫 12314 齊元任 12315 甘秉鈞 12316 宋晟源 12317 林和諺 12318 姚承佑 

12319 翁振端 12320 張哲銘 12321 陳柏曄 12322 古丙駿 12323 李伯皇 12324 林佳弘 

12325 張維元 12326 陳建中 12327 陳政憲 12328 黃顏維辰 12329 劉瑜俊 12330 鄭智文 

22301 林詩容 22302 洪宜君 22303 吳佳容 22304 許芸瑄 22305 江宜臻 22306 柯伊璘 

22307 莊舜婷 22309 廖佑珊 22308 曾心榆    

 

2.動力機械工程系 

領隊：陳新郁       隊長：黃浩軒 

12401 張聿緯 12402 許譽峰 12403 陳文嘉 12404 董宏揚 12405 詹博勛 12406 劉適維 

12407 賴泓維      

 

3.電機工程系 

領隊：呂啟彰           隊長：賴俊廷 

12501 陳彥佑 12502 楊子慶 12503 謝宗桓 12504 沈家頡 12505 毛慶雲 12506 李弘仁 

12507 林煥然 12508 吳欣諺 12510 林永欣 12511 林育任 12512 林泓宇 12513 邱則瑜 

12514 劉名晏 12515 簡誌亞 12516 蔡孟軒 12517 宋旻宸   

 

4.光電工程系 

領隊：邱銘宏       隊長：劉耀文 

12601 蔡政穎 12602 王振翰 12603 吳俞宏 12604 吳翌楷 12605 李慈修 12606 沈慕堯 

12607 徐若名 12608 高帛辰 12609 陳璟賢 12610 熊紹宇 12611 謝翔琳 12612 蘇永吉 

12613 徐明煜 12614 陳志強 12615 陳勝君 12616 陳鈞銘 12617 傅仁達 12618 黃泳森 

12619 吳況衡  12620 吳峻嘉 12621 洪德軒 12622 陳智昶 12623 黃柏鈞 12624 蔡秉均 

12625 謝秉原 12626 謝秉錡 22601 王郁瑄 22602 蔡思怡 22603 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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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動化工程系 

領隊：蔡明標       隊長：高健恆 

12701 周育鳴 12702 黃韓子 12704 陳柏宇 12706 高世堯 12707 許宏瑜 12708 郭柏廷 

12709 陳威宏 12710 陳敦昱 12711 陳璿哲 12712 黃仕銓 12713 黃承嘉 12714 王仁明 

12715 李偉銓 12716 蔣錦龍 12717 鍾俊億 12718 司祐承 12719 陳宏輔 12720 程柏瑜 

12721 廖偉翔 12722 盧彥廷 12723 周叡言 12724 簡名曜 12725 陳定睿 12726 蘇炫榮 

22701 林頎雅 22702 陳詠祺 22703 郭佳惠 22704 葉芸慈 22705 蔡惇璿  

6.車輛工程系 

領隊：翁豊在       隊長：王傳翔 

12801 林詮盛 12802 余修齊 12803 姚昀霖 12804 陳威儒 12805 楊邦孝 12806 趙元廷 

12807 劉文凱 12808 盧聖 12810 呂紹弘 12811 李紹緯 12812 柯鈞元 12813 陳毅 

12814 黃家琪 12815 黃緣昌 12816 蔡宗倫 12817 石丞湘 22801 李金紗 22802 郭晏如 

22803 邱韻嘉 22804 黃鈺閔 22805 高珮禎    

7.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領隊：鄭仁杰       隊長：陳昶年 

13001 曾慶峰 13002 蕭英睿 13006 温奕維 13007 李景哲 13008 林宏彥 13009 蔡文瀚 

13010 謝翰毅 13011 簡伯育 13012 沈宗錄 13013 林昆泓 13014 胡碩展 13015 陳冠州 

13016 黃至賢 13017 謝東晉 13018 李勍 13019 曹瑞伯 13020 陳守棟 23001 曾家琪 

8.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領隊：鄭仁杰       隊長：陳昶年 

13101 吳灃庭 13102 李俊錡 13103 李維彬 13104 林昌志 13105 柳志融 13106 孫瑋佐 

13107 楊博硯 13108 潘哲均 13109 林建宜 13110 陳鼎融 13111 丁嘉文 13112 江柏彣 

13113 李嘉偉 13114 李德揚 13115 林瑞祥 13116 邱創壬 13117 邱耀正 13118 黃承洲 

13119 葉法成 13120 戴偉丞 13121 謝秉叡 13122 朱庭佑 13123 顏華震 13124 藍元佑 

13125 何崧源 13126 林鈺豐 13127 蘇家宸 13128 白柏漢 13129 林璞 13130 楊醫齊 

13131 劉偉同 23101 王亞均 23102 高詩涵 23103 陳怡文 23104 廖偲涵 23105 呂鈺宸 

23106 林子婷 23107 涂羽亭     

9.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領隊：謝淑惠           隊長：林建宏 

13201 翁唯軒 13202 謝丞堯 13203 林俊彥 13204 邱郁皓 13205 曾緯元 13206 蘇裕升 

13212 周廷彥 13213 侯冠宇 13214 俞亦祐 13215 張峰誌 13216 梁漢民 13217 黃文福 

13218 黃國揚 13219 鄭育杰 13220 張楚均 13221 陳柏榮 13222 黃俊昇 13223 賴尚鋒 

13224 林峰正 13225 許育嘉 13226 陳弘哲 13227 陳昭瑋 13228 李孟忠 13229 邱磬俞 

13230 侯建名 13231 蔡承翰 13232 簡俊傑 23201 梁頷芸 23202 陳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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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業管理系 

領隊：顧瑞祥           隊長：王寶慶 

13901 涂榮城 13902 林則銘 13903 王振宇 13904 王紹宇 13905 呂佑祈 13906 李泊樣 

13907 林志軒 13908 姚易賢 13909 張文乾 13911 張碩 13913 陳威佑 13914 邱榮書 

13915 涂毓昇 13916 張哲銘 13917 陳凱彥 13918 張博舜 13919 陳冠 23901 文姿晏 

23902 林加萱 23903 張慧玲 23904 陳璽筠 23905 陳璽筠 23906 喬鈺婷  

 

11.電子工程系 

領隊：張益新       隊長：唐偉倫 

14001 李至恩 14002 王寶文 14003 王俊嘉 14004 李昀祖 14005 李政興 14006 林淨堯 

14007 陳展博 14008 蔡宗憲 14009 魏祥宇 14011 郭守閔 14012 陳勁諺 14013 黃健志 

14014 蔡育志  14015 蕭宇翔 14016 簡嘉成 14017 李光耀 14018 羅永倫 24001 唐千筑 

24002 溫宛頤 24003 林倇暄 24004 游季芸    

 

12.資訊管理系 

領隊：吳純慧           隊長：葉朕維 

14101 鐘旻岳 14102 李宇宸 14103 陳凱倫  14104 洪于軒 14105 陳泰延 14106 尤喻民 

14107 林冠延 14108 陳穎然 24101 龔  芸 24102 張瑞珊 24103 張虹儀  

 

13.應用外語系 

領隊：楊士賢           隊長：吳欣庭 

14202 陳書弘 14205 歐子寧 14206 莊書勛 14207 劉家銘 14208 許文豪 14209 彭冠傑 

14210 羅盛鉦 24201 李幸儒 24202 張玲綺 24203 楊壹筑 24204 趙婉君 24205 鄭羽君 

24206 孫儷慈 24207 郭純禎 24208 楊若靖 24209 黃婉柔 24210 黃淳婷 24211 廖偲妤 

 

14.資訊工程系 

領隊：許永和       隊長：蘇孝駿 

14301 蔡政均 14302 陳省澔 14303 吳建勳 14304 徐元斌 14305 郝昀 14306 張靜平 

14308 陳政緯 14309 蔣政樺 14310 蘇鉅惟 14311 陳品亦   

 

15.財務金融系 

領隊：李竹芬           隊長：葉如姍 

24501 鄭昀欣 24502 謝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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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企業管理系 

領隊：蔡  璞       隊長：吳汶陽 

14601 余明洋 14602 林俊宏 14603 劉皖斌 14604 鳳良星 14605 蔡競輝 24601 劉姿宜 

24602 陳萍 24603 王韻柔 24604 林翊真 24605 柳權芳 24606 陳鈺婷  

      

17.生物科技系 

領隊：彭及忠      隊長：劉明翔 

14701 施正曜 14702 陳昭輝     

 

18.多媒體設計系 

領隊：羅見順      隊長：廖俊博 

14801 林俊翰 14802 林郁為 14803 劉欣朋 24801 田佩欣 24802 仝玉潔 24803 李依玲 

24805 張睿 24806 黃郁舒 24807 廖雅雯 24808 王力玲 24809 張雅婷  

 

19.休閒遊憩系 

領隊：林俊男      隊長：蕭于勝 

15001 劉明昌 15002 王教欣 15003 王喬彥 15005 邱鏡丞 15008 葉冠均 15009 詹偉鴻 

15010 蔡易倫 15011 林泓汎 15012 覃品榕 15013 黃珮然 25001 洪倍榕 25002 李宜臻 

25003 陳琬媃 25004 鄭依青 25005 胡于玲 25006 李又瑜 25007 李軒慈 25008 許馨文 

25009 陳勻茹 25010 陳沛君 25011 陳思妤 25012 黃紫蘭   

 

20.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領隊：張銀祐          隊長：葉佳宥 

17101 張家豪 17102 陳駿瑜 17103 王則智 17104 伍尚宏 17105 吳鈞豪 17106 邱偉倫 

17107 王韋勛 17108 王學承 17109 林子傑 17110 林睿祐 17111 邱志任 17112 高偉哲 

17113 陳書安 17114 曾宗瑋 17115 黃簡軒 17116 楊展易 17117 趙國安 17118 蔡宗憲 

17120 蕭博元 17121 鄭士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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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比比比賽賽賽賽競賽編配表競賽編配表競賽編配表競賽編配表    
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    

女生組女生組女生組女生組    

    

1.1.1.1.鉛球鉛球鉛球鉛球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9999 人人人人，，，，取前取前取前取前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22304  設計系  許芸瑄 22602  光電系  蔡思怡 23001  飛航電組  曾家琪 

23902  工管系  林加萱 23904  工管系  陳璽筠 24211  應外系    廖偲妤 

25001  休閒系 洪倍榕  25002  休閒系  李宜臻 25005  休閒系    胡于玲  

 

 

2.2.2.2.跳高決賽跳高決賽跳高決賽跳高決賽((((共共共共 8888 人人人人，，，，取前取前取前取前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22303  設計系  吳佳容   22603  光電系  吳怡萱  24209  應外系  黃婉柔  

24210 應外系  黃淳婷 24601  企管系  劉姿宜 24806  多媒體 系 黃郁舒 

24501 財金系 鄭昀欣  24502 財金系 謝孟璇   

 

 

3.3.3.3.    跳遠跳遠跳遠跳遠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9999 人人人人，，，，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23106  飛機械組  林子婷   23201  材料系  梁頷芸  23202  材料系  陳亭筠  

 24002  電子系    溫宛頤 24202  應外系  張玲綺   24210  應外系  黃淳婷  

24602  企管系    陳  萍  25003  休閒系  陳琬媃 25004  休閒系  鄭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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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比比比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    
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田賽分組表    

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    

 

1.1.1.1.鉛球決賽鉛球決賽鉛球決賽鉛球決賽((((共共共共 33338888 人人人人，，，，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12305  設計系    楊鎮豪  12308  設計系    蔡承祐  12314  設計系    齊元任 

12315  設計系    甘秉鈞 12502  電機系    楊子慶 12504  電機系    沈家頡  

12506  電機系    李弘仁   12516  電機系    蔡孟軒  12614  光電系    陳志強 

12623  光電系    黃柏鈞   12710  自動化系  陳敦昱  12713  自動化系  黃承嘉 

12715  自動化系  李偉銓   12716  自動化系  蔣錦龍  12810  車輛系    呂紹弘 

13006  飛航電組  温奕維   13008  飛航電組  林宏彥  13010  飛航電組 謝翰毅  

13103  飛機械組  李維彬   13107  飛機械組  楊博硯 13115  飛機械組  林瑞祥 

13132  飛機械組  楊醫齊   13206  材料系    蘇裕升 13214  材料系    俞亦祐 

13221  材料系    陳柏榮   13223  材料系    賴尚鋒  13908  工管系    姚易賢  

13913 工管系    陳威佑 14101 資管系   鍾旻岳 14102 資管系   李宇宸 

 14309  資工系    蔣政樺  14701  生科系    施正曜 14702  生科系    陳昭輝 

15008  休閒系    葉冠均  15010  休閒系    蔡易倫 17101  機電輔系  張家豪 

17111  機電輔系  邱志任 17114  機電輔系  曾宗瑋   

2.2.2.2.跳高決賽跳高決賽跳高決賽跳高決賽((((共共共共 33333333 人人人人，，，，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12304  設計系    謝嘉元 12313  設計系    廖志倫 12319  設計系    翁振端  

12324  設計系    林佳弘   12403  動機系    陳文嘉  12407  動機系    賴泓維  

12611  光電系    謝翔琳   12615  光電系    陳勝君  12620  光電系    吳峻嘉 

12621  光電系    洪德軒   12721  自動化系  廖偉翔  12722  自動化系  盧彥廷  

12801  車輛系    林詮盛   12805  車輛系    楊邦孝  13001 飛航電組  曾慶峰 

13002  飛航電組  蕭英睿   13106  飛機械組  孫瑋佐 13119  飛機械組  葉法成 

13220  材料系    張楚均   13224  材料系    林峰正  13227  材料系    陳昭瑋 

13911  工管系    張  碩   13916  工管系    張哲銘  14002 電子系    王寶文  

14009  電子系    魏祥宇   14013  電子系    黃健志  14015  電子系    蕭宇翔  

14206  應外系    莊書勛   14603  企管系    劉皖斌  14801  多媒體系  林俊翰 

17102 機電輔系  陳駿瑜    17117  機電輔系  趙國安 17120  機電輔系  蕭博元 

3.3.3.3.    三級跳三級跳三級跳三級跳遠遠遠遠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15151515 人人人人，，，，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12306  設計系    吳柏叡 12307  設計系    陳琨揚 12320  設計系    張哲銘 

12321  設計系    陳柏曄 12622  光電系    陳智昶 12625  光電系    謝秉原 

12810  車輛系    呂紹弘 12811  車輛系    李紹緯 13013  飛航電組  林昆泓 

13112  飛機械組  江柏彣 13215  材料系    張峰誌  13220  材料系    張楚均 

14302  資工系    陳省澔 14605  企管系    蔡競輝 17116  機電輔系  楊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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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跳遠決賽跳遠決賽跳遠決賽跳遠決賽((((共共共共 44444444 人人人人，，，，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12316  設計系    宋晟源   12317  設計系    林和諺 12321  設計系    陳柏曄 

12330  設計系    鄭智文 12402  動機系    許譽峰  12405  動機系    詹博勛 

12406  動機系    劉適維  12505  電機系    毛慶雲 12507  電機系    林煥然 

12511  電機系    林育任 12514  電機系    劉名晏            12612  光電系    蘇永吉 

12619  光電系    吳況衡 12626  光電系    謝秉錡 12702  自動化系  黃韓子 

 12712  自動化系  黃仕銓 12714  自動化系  王仁明 12715  自動化系  李偉銓   

12803  車輛系    姚昀霖  12812  車輛系    柯鈞元 12816  車輛系    蔡宗倫 

13007  飛航電組  李景哲 13011  飛航電組  簡伯育 13016  飛航電組  黃至賢 

13102  飛機械組  李俊錡 13113  飛機械組  李嘉偉 13127  飛機械組  何崧源 

13131  飛機械組  林  璞 13218  材料系    黃國揚 13225  材料系    許育嘉 

13901  工管系    涂榮城  13906  工管系    李泊樣 13914  工管系    邱榮書 

13915  工管系    涂毓昇 14002  電子系    王寶文 1 4007  電子系    陳展博 

14012  電子系    陳勁諺 14014  電子系    蔡育志 14207  應外系    劉家銘 

14602  企管系    林俊宏 14802  多媒體系  林郁為 15002  休閒系    王教欣 

17108  機電輔系  王學承 17115  機電輔系  黃簡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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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比比比賽競賽賽競賽賽競賽賽競賽編配表編配表編配表編配表    
徑徑徑徑賽分組表賽分組表賽分組表賽分組表    

女生組女生組女生組女生組    

    

1. 1001. 1001. 1001. 1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8888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取前取前取前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1)25011  陳思妤  休閒系  (2)24807  廖雅雯  多媒體系   (3)22601  王郁瑄  光電系 

(4)22801  李金紗  車輛系  (5)23107  涂羽亭  飛機械組  (6)22302  洪宜君  設計系  

 (7)24202  張玲綺  應外系  (8)24101 龔  芸 資管系  

 

2. 2002. 2002. 2002. 2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7777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取前取前取前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1)22701  林頎雅  自動化系  (2)22702  陳詠祺  自動化系  (3)22703  郭佳惠  自動化系  

 (4)22704  葉芸慈  自動化系  (5)22309  廖佑珊  設計系  (6)24208  楊若靖  應外系   

(7)24102 張瑞珊 資管系 

3.3.3.3.    4004004004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8888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取前取前取前六六六六名名名名))))    

 

4. 8004. 8004. 8004. 800 公尺計時決賽公尺計時決賽公尺計時決賽公尺計時決賽((((共共共共 13131313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5. 4*1005. 4*1005. 4*1005. 4*100 公尺接力預賽公尺接力預賽公尺接力預賽公尺接力預賽((((共共共共 10101010 隊隊隊隊，，，，分分分分 2222 組組組組；；；；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 3333 名另擇優名另擇優名另擇優名另擇優 2222 名參加決賽名參加決賽名參加決賽名參加決賽))))    

(1)22703  郭佳惠  自動化系   (2)25011  陳思妤  休閒系  (3)24801  田佩欣  多媒體系  

(4)24802  仝玉潔  多媒體系 (5)24803  李依玲  多媒體系   (6)24805  張  睿  多媒體系  

(7)24207  郭純禎  應外系 (8)24103 張虹儀 資管系  

(1)23901  文姿晏  工管系  (6)24003  林倇暄  電子系  (11)24801  田佩欣  多媒體系  

(2)25012  黃紫蘭  休閒系  (7)24207  郭純禎  應外系  (12)24808  王力玲  多媒體系  

(3)24802  仝玉潔  多媒體系  (8)22309  廖佑珊  設計系  (13)22301  林詩容  設計系  

(4)23105  呂鈺宸  飛機械組  (9)24004  游季芸  電子系   

(5)22307  莊舜婷  設計系  (10)25008  許馨文  休閒系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1) 工管系  (1) 自動化系   

(2) 休閒系  (2) 多媒體系   

(3) 企管系  (3) 車輛系   

(4) 飛機械組  (4) 設計系   

(5) 電子系  (5) 應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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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比比比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賽競賽編配表    
徑徑徑徑賽分組表賽分組表賽分組表賽分組表    

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    

1.1.1.1.    1001001001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預預預預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45454545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6666 組組組組；；；；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 2222 名名名名，，，，另擇優另擇優另擇優另擇優 4444 名參加複賽名參加複賽名參加複賽名參加複賽))))    

2. 2. 2. 2. 2002002002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預預預預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33334444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5555 組組組組；；；；取最優取最優取最優取最優 8888 名名名名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決決決決賽賽賽賽))))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13903  王振宇  工管系  (1)13905  呂佑祈  工管系  (1)13917  陳凱彥  工管系  

(2)12714  王仁明  自動化系  (2)15001  劉明昌  休閒系  (2)14803  劉欣朋  多媒體系  

(3)12620  吳峻嘉  光電系  (3)14604  鳳良星  企管系  (3)13201  翁唯軒  材料系  

(4)12814  黃家琪  車輛系  (4)12816  蔡宗倫  車輛系  (4)13011  簡伯育  飛航電組  

(5)13118  黃承洲  飛機械組  (5)13014  胡碩展  飛航電組 (5)13126  藍元佑  飛機械組  

(6)12329  劉瑜俊  設計系  (6)14004  李昀祖  電子系  (6)14009  魏祥宇  電子系  

(7)14309  蔣政樺  資工系  (7)12513  邱則瑜  電機系  (7)12515  簡誌亞  電機系  

(8)14205  歐子寧  應外系  (8)14103 陳凱倫 資管系 (8)14104 洪于軒 資管系 

   

第第第第 4444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5555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6666 組組組組    

(1)12704  陳柏宇  自動化系  (1)12708  郭柏廷  自動化系  (1)12712  黃仕銓  自動化系  

(2)12605  李慈修  光電系  (2)12606  沈慕堯  光電系  (2)12616  陳鈞銘  光電系  

(3)13204  邱郁皓  材料系  (3)12802  余修齊  車輛系  (3)12805  楊邦孝  車輛系  

(4)13012  沈宗錄  飛航電組  (4) 13125  顏華震  飛機械組  (4)13101  吳灃庭  飛機械組  

(5)12301  林文俊  設計系  (5)12309  周俊廷  設計系  (5)12325  張維元  設計系  

(6)14011  郭守閔  電子系  (6)14303  吳建勳  資工系  (6)14304  徐元斌  資工系  

(7)17109  林子傑  機電輔系  (7)17120  蕭博元  機電輔系  (7)14202  陳書弘  應外系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13902  林則銘  工管系  (1)13905  呂佑祈  工管系  (1)12709  陳威宏  自動化系  

(2)12724  簡名曜  自動化系  (2)14803  劉欣朋  多媒體系  (2)12603 吳俞宏  光電系  

(3)12618  黃泳森  光電系  (3)13201  翁唯軒  材料系  (3)13202  謝丞堯  材料系  

(4)12806  趙元廷  車輛系  (4)12808  盧  聖  車輛系  (4)13014  胡碩展  飛航電組  

(5)13116  邱創壬  飛機械組  (5)13117  邱耀正  飛機械組  (5)13121  謝秉叡  飛機械組  

(6)14001  李至恩  電子系  (6)14003  王俊嘉  電子系  (6)14005  李政興  電子系  

(7)17117  趙國安  機電輔系  (7)17118  蔡宗憲  機電輔系  (7)14205  歐子寧  應外系  

第第第第 4444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5555 組組組組     

(1)12718  司祐承  自動化系  (1)12720  程柏瑜  自動化系   

(2)12604  吳翌楷  光電系  (2)12617  傅仁達  光電系   

(3)13216  梁漢民  材料系  (3)13226  陳弘哲  材料系   

(4)13017  謝東晉  飛航電組  (4)13101  吳灃庭  飛機械組   

(5)12327  陳政憲  設計系  (5)12402  許譽峰  動機系   

(6)14006  林淨堯  電子系  (6)14303  吳建勳  資工系   

(7)14103 陳凱倫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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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4004004004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預預預預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20202020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3333 組組組組；；；；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 2222 名名名名，，，，另擇優另擇優另擇優另擇優 2222 名參加名參加名參加名參加決決決決賽賽賽賽))))    

4.4.4.4. 800 800 800 800 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共共共共 8888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5555....    1500150015001500 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共共共共 30303030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6666....    5050505000000000 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公尺決賽((((共共共共 33331111 人人人人，，，，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12711  陳璿哲  自動化系  (1)12717  鍾俊億    自動化系  (1)12607  徐若名  光電系  

(2)13202 林昌志  飛機械組   (2)13205  曾緯元    材料系  (2)13213  侯冠宇  材料系  

(3)13222  黃俊昇  材料系  (3)12804  陳威儒    車輛系  (3)13016  黃至賢  飛航電組  

(4)13104  謝丞堯  材料系  (4)12508  吳欣諺    電機系  (4)13109  林建宜  飛機械組  

(5)13111  丁嘉文  飛機械組  (5)12312  張政皓    設計系  (5)12323  李伯皇  設計系  

(6)12326  陳建中  設計系  (6)12328  黃顏維辰  設計系  (6)17113  陳書安  機電輔系  

(7)17107  王韋勛  機電輔系  (7) 13108  潘哲均   飛機械組   

(1)13015  陳冠州  飛航電組 (2)13219  鄭育杰  材料系 (3)12601  蔡政穎  光電系   
 (4)12401  張聿緯  動機系  (5)12302  張瑞哲  設計系  (6)13114  李德揚  飛機械組  
(7)14308  陳政緯  資工系  (8)17112  高偉哲  機電輔系   

(1)13909  張文乾  工管系  (11)12701  周育鳴  自動化系  (21)12707  許宏瑜  自動化系  

(2)12723  周叡言  自動化系  (12)15003  王喬彥  休閒系  (22)15009  詹偉鴻  休閒系  

(3)12608  高帛辰  光電系  (13)14601  余明洋  企管系  (23)13212  周廷彥  材料系  

(4)12813  陳  毅  車輛系  (14)12815  黃緣昌  車輛系  (24)13007  李景哲  飛航電組  

(5)13108  潘哲均  飛機械組  (15)13109  林建宜  飛機械組  (25)13129  蘇家宸  飛機械組  

(6)12310  洪賓志  設計系  (16)12322  古丙駿  設計系  (26)12324  林佳弘  設計系  

(7)14301  蔡政均  資工系  (17)14306  張靜平  資工系  (27)12503  謝宗桓  電機系  

(8)12512  林泓宇  電機系  (18)17110  林睿祐  機電輔系  (28)12302  張瑞哲  設計系  

(9)12719  陳宏輔  自動化系  (19)13217  黃文福  材料系  (29)12404  董宏揚  動機系  

(10)12602  王振翰  光電系  (20)13105  柳志融  飛機械組  (30)12510  林永欣  電機系 
   

(1)13904  王紹宇  工管系  (11)13907  林志軒  工管系  (21)13909  張文乾  工管系  

(2)12706  高世堯  自動化系  (12)12719  陳宏輔  自動化系  (22)12723  周叡言  自動化系  

(3)15005  邱鏡丞  休閒系  (13)12604  吳翌楷  光電系  (23)12611  謝翔琳  光電系  

(4)12806  趙元廷  車輛系  (14)12807  劉文凱  車輛系  (24)12813  陳  毅  車輛系  

(5)13110  陳鼎融  飛機械組  (15)13120  戴偉丞  飛機械組  (25)13128  林鈺豐  飛機械組  

(6)12303  郭介嵩  設計系  (16)12311  張育軒  設計系  (26)12318  姚承佑  設計系  

(7)14016  簡嘉成  電子系  (17)14301  蔡政均  資工系  (27)14305  郝  昀  資工系  

(8)12501  陳彥佑  電機系  (18)12502  楊子慶  電機系  (28)17110  林睿祐  機電輔系  

(9)12701  周育鳴  自動化系  (19)12624  蔡秉均  光電系  (29)13130  白柏漢  飛機械組  

(10)15003  王喬彥  休閒系  (20)13009  蔡文瀚  飛航電組  (30)12401  張聿緯  動機系  

(31)14310  蘇鉅惟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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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4*1004*1004*1004*1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接力預接力預接力預接力預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11115555 隊隊隊隊，，，，分分分分 2222 組組組組；；；；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每組取 3333 名另擇優名另擇優名另擇優名另擇優 2222 名參加決名參加決名參加決名參加決賽賽賽賽))))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1)工管系  (1)自動化系  

(2)休閒系  (2)光電系  

(3)材料系  (3)車輛系  

(4)飛航電組  (4)飛機械組  

(5)設計系  (5)電子系  

(6)資工系  (6)電機系  

(7)機電輔系  (7)應外系  

(8)資管系  

8888....4*4004*4004*4004*4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接力接力接力接力決決決決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8888 隊隊隊隊，，，，分分分分 1111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1)自動化系 (5)飛機械組  

(2)光電系  (6)動機系  

(3)材料系  (7)電子系  

(4)車輛系  (8)機電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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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大隊接力編配表班級大隊接力編配表班級大隊接力編配表班級大隊接力編配表 

班級大隊接力分組表班級大隊接力分組表班級大隊接力分組表班級大隊接力分組表 

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 

1.男生組大隊接力男生組大隊接力男生組大隊接力男生組大隊接力計時計時計時計時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47 班班班班，，，，分分分分 6 組組組組；；；；取取取取前前前前 6 名名名名) 

 

女女女女生組生組生組生組 

2.女女女女生組大隊接力生組大隊接力生組大隊接力生組大隊接力計時計時計時計時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11 班班班班，，，，分分分分 2 組組組組；；；；取取取取前前前前 6 名名名名)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工管系一甲  (1)工管系二甲  (1)生科系一甲  

(2)飛機械組一乙 (2)多媒體系二甲  (2)多媒體系一甲  

(3)車輛系一乙  (3)飛機械組一甲 (3)飛航電組一甲  

(4)設計系一甲  (4)設計系一乙  (4)動機系一甲  

(5)電機系二甲  (5) 材料系一甲 (5)機電輔系四甲  

(6)機電輔系三甲 (6)機電輔系一乙 (6)電子系二甲  

(7)自動化系二甲 (7)電機系二乙 (7)材料系四甲  

(8)動機一乙 (8)自動化三甲 (8)電機一甲 

第第第第 4444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5555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6666 組組組組    

(1)自動化系一乙  (1)自動化系二乙  (1)自動化系一甲  

(2)光電系一甲  (2)光電系二甲  (2)光電系一乙  

(3)飛航電組四乙  (3)飛航電組一乙  (3)車輛系一甲 

(4)動機系四甲  (4)資工系一甲  (4)電子系一甲  

(5) 材料系一乙 (5)機電輔系二甲  (5)機電輔系二乙  

(6)電機系一乙 (6)飛機械組二甲 (6)飛機械組四甲 

(7)機電輔系一甲 (7)應外系聯隊 (7)資管系一甲 

(8)動機二甲 (8)企管聯隊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1)生科系一甲  (1)休閒系四甲   

(2)多媒體系一甲  (2)多媒體系三甲   

(3)企管系一甲  (3) 多媒體系二甲  

(4)應外系一甲 (4)應外系一乙  

(5)休閒系一甲 (5)設計系聯隊  

(6)企管一乙   

 
大四趣味變妝大隊接力大四趣味變妝大隊接力大四趣味變妝大隊接力大四趣味變妝大隊接力 

(共 3 班，分 1 組；取 1 名) 

 

(3)休閒四甲    

(4)財經四甲    

(5)應外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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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班級班級班級趣味競賽編配表趣味競賽編配表趣味競賽編配表趣味競賽編配表 

1.1.1.1.傳球接力傳球接力傳球接力傳球接力計時計時計時計時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14141414 班班班班，，，，分分分分 2222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2.2.2.2.滾輪大賽滾輪大賽滾輪大賽滾輪大賽計時計時計時計時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共共共共 17171717 班班班班，，，，分分分分 3333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3.3.3.3.兩人三腳兩人三腳兩人三腳兩人三腳計時計時計時計時決決決決賽賽賽賽((((共共共共 30303030 班班班班，，，，分分分分 5555 組組組組；；；；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取前六名))))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工管系一甲  (1)工管系二甲  (1)生科系一甲  

(2)自動化系一甲  (2)休閒系一甲  (2)光電系一乙  

(3)車輛系一乙  (3)車輛系一甲  (3)飛航電組一乙  

(4)飛機械組四甲  (4)設計系二乙  (4)電子系一甲  

(5)資工系一甲  (5)電機系一甲  (5)應外系三乙  

(6)資管一甲 (6)企管二甲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工管系一乙  (1)工管系二甲  (1)生科系一甲  

(2)休閒系四甲  (2)多媒體系二甲  (2)多媒體系一甲  

(3)企管系一甲  (3)材料系一乙  (3)材料系二甲  

(4)飛航電組四乙  (4)飛航電組一甲  (4)飛航電組一乙  

(5)設計系一甲  (5)資工系一甲  (5)電機系一乙  

(6)應外系三乙  (6)企管一乙 (6)資管一甲 

第第第第 1111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2222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3333 組組組組 

(1)工管系二甲  (1)生科系一甲  (1)電機系一甲  

(2)自動化系一甲  (2)休閒系一甲  (2)應外系三乙  

(3)光電系一乙  (3)材料系四甲  (3)資管一甲 

(4)車輛系一乙  (4)飛航電組一乙  (4)企管二甲 

(5)設計系二乙  (5)資工系一甲   

   

第第第第 4444 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 5555 組組組組     

(1)自動化系一甲  (1)休閒系一甲   

(2)光電系一乙  (2)光電系二甲   

(3)材料系二乙  (3)材料系一甲   

(4)飛機械組二甲  (4)設計系一乙   

(5)電機系一甲  (5)應外系一甲   

(6)企管二甲 (6)自動化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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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趣味競賽教職員工趣味競賽教職員工趣味競賽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編配表編配表編配表編配表 
 

1. 高爾夫球推桿比賽(共 10 隊；取前三名) 

 

 

 

 

 

 

2. 上傳下傳，薪火相傳比賽(共 5隊，取前三名) 

 

 

 

 

 

 

 

 

 

 

 

第 1 組 

(1)機電輔系 

(2)材料系 

(3)電機系 A 

(4)事務組 

(5)學務處 A 

(6)學務處 B  

(7)學務處 C 

(8)研發處 

(9)人事室 

(10)電機系 B 

   (1)材料系 

   (2)電機系 

   (3)研發處 

   (4)事務組 

   (5)學務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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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跳  高 

成績       

單位       

姓名       跳  遠 

成績       

單位       

姓名       三級跳遠 

成績       

單位       

姓名       

田 
 

 
 
 
 

 
 
 
 
 

 
 
 

 
 
 
 
 
 
 

賽 

鉛  球 

成績       

單位       

姓名       1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2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4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8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15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5000 公尺 

成績       

單位       4*100 公尺 

接    力 成績       

單位       

徑 
 

 
 
 
 
 

 
 
 
 

 
 
 
 

 
 
 
 
 
 
 
 

 
 
 
 

 
 

賽 

4*400 公尺

接     力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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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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跳  高 

成績       

單位       

姓名       跳  遠 

成績       

單位       

姓名       

田 
 

 
 
 
 

 
 
 
 

 
 
 
 

 
 
 
 

 
 
 

賽 

鉛  球 

成績       

單位       

姓名       1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2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4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姓名       800 公尺 

成績       

單位       

徑 
 
 
 

 
 
 
 

 
 
 
 
 
 
 
 
 

 
 
 
 
 
 
 

 
 
 
 
 

賽 

4*100 公尺 

接    力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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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組田徑男生組田徑男生組田徑男生組田徑比比比比賽得分總賽得分總賽得分總賽得分總積積積積分表分表分表分表 

田      賽 徑                賽 
扣

分 

總 

分 

名 

次 
項目 

得  

分 

單位 

跳
高 

跳
遠 

三
級
跳
遠 

鉛
球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5000 

  公 

 尺 

4*100

公尺

接力 

4*400

公尺

接力 

   

機電輔系                

設計系                

自動化系                

動機系                

材料系                

飛機系                

車輛系                

電機系                

資工系                

光電系                

電子系                

工管系                

資管系                

財金系                

企管系                

生科系                

應外系                

多媒體系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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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組田徑女生組田徑女生組田徑女生組田徑比比比比賽得分總賽得分總賽得分總賽得分總積積積積分表分表分表分表 

田      賽 徑                賽 
扣

分 

總 

分 

名 

次 項目 

得分 

單位 跳
高 

跳
遠 

鉛
球 

100 

公尺 

200 

公尺 

400 

公尺 

800 

公尺 

4x100 

公尺 

接力 

4 x400 

公尺 

接力 

   

機電輔系             

設計系             

自動化系             

動機系             

材料系             

飛機系             

車輛系             

電機系             

資工系             

光電系             

電子系             

工管系             

資管系             

財金系             

企管系             

生科系             

應外系             

多媒體系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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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運動大會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總錦標總錦標總錦標總錦標積積積積分表分表分表分表 

錦標 

    單位 

 

 

分數 

男
生
組 

田
徑
錦
標 

女
生
組 

田
徑
錦
標 

男
生
組 

大
隊
接
力 

女
生
組 

大
隊
接
力 

趣
味
競
賽 

兩
人
三
腳 

趣
味
競
賽 

傳
球
接
力 

趣
味
競
賽 

滾
輪
大
賽 

啦
啦
隊
錦
標 

開
幕
創
意
進
場 

扣
分 

總
分 

名 

次 

機電輔系      
  

 
  

  

設計系      
  

 
  

  

自動化系      
  

 
  

  

動機系      
  

 
  

  

材料系      
  

 
  

  

飛機系      
  

 
  

  

車輛系      
  

 
  

  

電機系      
  

 
  

  

資工系      
  

 
  

  

光電系      
  

 
  

  

電子系      
  

 
  

  

工管系      
  

 
  

  

資管系      
  

 
  

  

財金系      
  

 
  

  

企管系      
  

 
  

  

生科系      
  

 
  

  

應外系      
  

 
  

  

多媒體系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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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男生組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 
102.04.03 修訂 

 

 

男生組(一般組) 男生組(公開組) 
          組別 

      記錄 

項目 
保持者 成績 單位 保持者 成績 單位 

跳高 
曾家麒 

1000407 
1.96m 光電系    

跳遠 林淵博 6.79m 動力科    

三級 

跳遠 
黃鴻岳 12.16m 應外系 

陳省澔 

1020402 
12.72m 資工系 

 

田 

 

賽 

鉛球 蔡忠軒 13.04m 動機系 
施正曜 

1020403 
10.58m 生科系 

100 

公尺 

林文俊 

1020402 
11”03 設計系 

曾昱軒 

1010405 
11”10 設計系 

200 

公尺 
林清煌 23”03 資工系 

郭俊甫 

980327 
22”95 資工系 

400 

公尺 
林清煌 52”50 資工系 

蕭光輝 

990409 
52”26 電機系 

800 

公尺 
江志昌 2’09”12 材料科    

1500 

公尺 
江聰政 4’35”11 材料科    

5000 

公尺 
姚淞譯 17’43” 生科系    

4*100 

公尺接力 
 

45”62 

1010405 
設計系    

 

 

徑 

 

 

 

 

 

 

賽 

4*400 

公尺接力 
 3’48”40 動力科    

團體 

項目 

大隊接力

（20×200

公尺） 

 8’56”2 電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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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校慶校慶校慶運動會女生組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運動會女生組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運動會女生組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運動會女生組各項成績最高紀錄表 

 

 

 

 

女生組(一般組) 女生組(公開組) 
     組別 

記錄 

項目 
保持者 成績 單位 保持者 成績 單位 

跳高 
巫靖儀 

1000408 
1.41m 企管系    

跳遠 莊惠卿 4.35m 動力科 
張欣幼 

1020402 
4.61m 材料系 

三級 

跳遠 
  

 

田 

 

賽 

鉛球 蔡佳諭 10.01m 應外系    

100 

公尺 
楊雅淳 13”84 機械系 

高綾君 

980328 
13”48 休閒系 

200 

公尺 

巫靖儀 

1010407 
29”28 企管系 

楊登雅 

1010407 
27”40 應外系 

400 

公尺 
謝宛君 1’13”45 企管系 

李金紗 

1000407 
1’09”68 車輛系 

800 

公尺 

李維育 

1000408 
2’58”67 電子系 

管乃嬅 

1000407 
2’48”37 財金系 

1500 

公尺 
  

5000 

公尺 
  

4*100 

公尺接力 
 57”64 企管系    

 

 

徑 

 

 

 

 

 

 

賽 

4*400 

公尺接力 
  

團體 

項目 

大隊接力

（20×100

公尺） 

 5’35”39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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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表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場次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隊)數 組數 取數 

101 07:50 男子組 1500 公尺 計時決賽 30 1 6 

開幕典禮開幕典禮開幕典禮開幕典禮 09:00 09:00 09:00 09:00    

趣味競賽 10:00 教職員工組 高爾夫球
推    竿 決賽 10101010    1111    3333    

102 10:00 男子組 鉛球 決賽 38 1 6 

103 10:00 女子組 跳遠 決賽 9 1 6 

104 10:00 男子組 100 公尺 預賽 45 6 2+4 

105 10:30 男子組 400 公尺 預賽 20 3 2+2 

106 10:50 女子組 400 公尺
接    力 預賽 10 2 3+2 

107 11:00 男子組 400 公尺
接    力 預賽 15 2 3+2 

趣味競賽 11:00 學生組 滾輪大賽 計時決賽 17 3 6 

頒獎 11:30 男子組 1500 公尺、男子組鉛球前六名獲獎選手 
女子組跳遠前三名獲獎選手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趣味競賽 13:30 學生組 二人三腳 計時決賽 30 5 6 

108 13:30 女子組 跳    高 決賽 8 1 6 

109 13:30 男子組 三級跳遠 決賽 15 1 6 

110 13:30 男子組 100 公尺 複賽 16 2 3+2 

111 13:40 女子組 400 公尺 決賽 8 1 6 

112 13:45 男子組 400 公尺 決賽 8 1 6 

113 14:00 女子組 400 公尺
接   力 決賽 8 1 6 

114 14:10 男子組 400 公尺
接   力 決賽 8 1 6 

115 14:30 男生組 
(1~3 組) 

20 人*200
公尺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47 6 6 

頒獎 15:00 男子組三級跳遠、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前六名獲獎選手 
女子組跳高、400 公尺前三名獲獎選手；400 公尺接力前六名獲獎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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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201 8:00 男子組 5000 公尺 計時決賽 31 1 6 

升旗典禮升旗典禮升旗典禮升旗典禮    09:0009:0009:0009:00 

趣味競賽 09:30 學生組 傳球接力 決賽 14 1 6 

202 09:30 女子組 鉛球 決賽 9 1 6 

203 09:30 男子組 跳遠 決賽 44 1 6 

204 09:30 女子組 100 公尺 決賽 8 1 6 

205 09:35 男子組 100 公尺 決賽 8 1 6 

206 09:50 男子組 200 公尺 預賽 34 5 8 

207 10:10 男子組 1600 公尺 
接   力 決賽 8 1 6 

208 10:30 女子組 
20 人*100
公   尺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11 2 6 

趣味競賽 10:30 教職員工組 上傳下傳 
薪火相傳 計時決賽 5 1 3 

頒獎 10:30 男子組跳遠、100 公尺、5000 公尺、1600 公尺接力前六名獲獎選手 
女子組鉛球前六名獲獎選手、100 公尺前三名獲獎選手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9 13:30 男子組 跳高 決賽 33 1 6 

210 13:30 女子組 200 公尺 決賽 7 1 3 

211 13:35 男子組 200 公尺 決賽 8 1 6 

212 13:50 女子組 800 公尺 決賽 13 1 6 

213 14:00 男子組 800 公尺 決賽 8 1 6 

214 14:15 男生組 
(4~6 組) 

20 人*200
公尺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47 6 6 

趣味競賽 15:50 大四組 大四變妝 
大隊接力 決賽 3 1 1 

頒獎 14:30 男子組跳高、200 公尺、800 公尺前六名獲獎選手 
女子組 200 公尺前三名獲獎選手、800 公尺前六名獲獎選手 

閉幕典閉幕典閉幕典閉幕典禮禮禮禮 16:20 16:20 16:20 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