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徑比賽競賽編配表 

女生組 田賽 分組表 

 

1.鉛球決賽(共 11人，取前 6名)     

22802 車輛系 鐘悅之 24802 多媒體系 王筠棋  

23102 飛機系 張芸毓 25001 休閒系 王雅仙  

23107 飛機系 楊怡萱 25002 休閒系 吳文慈  

23113 飛機系 李甄菱 25007 休閒系 何钎钎  

24205 應外系 李玓蓁 25011 休閒系 劉于君  

24301 資工系 郭欣慈   

2.跳高決賽(共 7人，取前 6名)     

 

3.跳遠決賽(共 9人，取前 6名) 

22301 設計系 黃上芸 23112 飛機系 江希晴 25010 休閒系 林鳳嘉 

22302 設計系 杜羿蓉 23201 材料系 古巧羽  

23105 飛機系 楊淳好 23901 工管系 邱詠茜  

23108 飛機系 劉君嬈 25009 休閒系 宮翊  

 

 
 

 

 

 

 

 

 

 

 

 

 

 

22801 車輛系 葉芸慈 24001 電子系 劉晉瑜 24801 多媒體系 李美瑩 

23104 飛機系 尚衍容 24501 財金系 楊育慈  

23106 飛機系 池孟沁 24701 生科系 康芷耘  



 田徑比賽競賽編配表 
男生組 田賽 分組表 

1.鉛球決賽(共 24人，取前 6名) 

12304 設計系 張博鈞 12701 自動化系 張豐宇  15002 休閒系 朱君璧 

12306 設計系 劉韋辰 12709 自動化系 張敬煒 15004 休閒系 黃裕傑  

12307 設計系 吳映達  12712 自動化系 謝宗翰  15007 休閒系 陳嘉榮 

12309 設計系 蔡崇廷  12717 自動化系 賴世倫  12602 光電系 吳嘉偉 

12401 動機系 詹皇奕 12804 車輛系 姚煬隆   

12411 動機系 吳克程 13117 飛機系 紀家銓   

12415 動機系 葉奕承  13119 飛機系 高煒凱  

12427 動機系 李安哲  13202 材料系 郭定鑫   

12510 電機系 黃裕誠  13901 工管系 白凱文  

12511 電機系 黃煜智   14016 電子系 陳泯澔      

2.跳高決賽(共 15人，取前 6名)  

12312 設計系 黃昱誠  12704 自動化系 劉桓志 13111 飛機系 賴麒弘 

12402 動機系 徐銘成 12705 自動化系 潘俞諺 13114 飛機系 吳恩宏  

12408 動機系 呂得地  12715 自動化系 李祐丞 14006 電子系 詹勳霖 

12410 動機系 王立元 12716 自動化系 李其軒 14102 資管系 劉政穎  

12413 動機系 宋韋鋒  12806 車輛系 陳煒升 14303 資工系 李為志  

3.三級跳遠決賽(共 19人，取前 6名) 

12305 設計系 詹淯丞 12719 自動化系 彭靖傑 15006 休閒系 賴柏毓 

12310 設計系 蔡博淮 12808 車輛系 詹峻林 12603 光電系 黃威 

12414 動機系 蔡秉逸 13101 飛機系 黃至賢 12604 光電系 黃柏瑞  

12417 動機系 鄭子謙 13118 飛機系 黃柏瑜 12605 光電系 許懷恩 

12421 動機系 洪維廷 14601 企管系 蔡競輝 12606 光電系 賴昇揚 

12707 自動化系 魏健丞  14702 生科系 洪英朔   

12714 自動化系 黃中毅 15005 休閒系 何昱顥     

4.跳遠決賽(共 30人，取前 6名) 

12301 設計系 何偉豪 13101 飛機系 黃至賢 15002 休閒系 朱君璧  

12305 設計系 詹淯丞 13111 飛機系 賴麒弘 15003 休閒系 陳建霖  

12310 設計系 蔡博淮 13113 飛機系 蔡忠軒  15005 休閒系 何昱顥  

12413 動機系 宋韋鋒  13120 飛機系 梁立勳  15006 休閒系 賴柏毓  

12423 動機系 呂理珍 13204 材料系 許育銘 12603 光電系 黃威 

12509 電機系 陳億哲 14014 電子系 陳彰 12604 光電系 黃柏瑞  

12510 電機系 黃裕誠 14015 電子系 陳登右  12605 光電系 許懷恩 

12708 自動化系 張誠晏  14304 資工系 曾聖惇  12606 光電系 賴昇揚 

12723 自動化系 黃景鴻 14703 生科系 洪緒睿 12714 自動化系 黃中毅 

12807 車輛系 陳冠邑 14704 生科系 楊甯翔  12725 自動化系 林政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