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科系 參賽人員(運優生) 得獎情形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激流標杆C1M第七名

輕艇激流公開組C1M第六名

輕艇激流越野C2M第四名

四食四甲 張家淳 男子軍刀 12名

四食四甲 丁銘哲 男子軍刀 17名

四海空三甲 謝明賢 男子鈍劍 10名

四運一甲 李依潔 女子軍刀 9名

男子單打 前32

男子雙打 前32

陳心霜 單人平台舟-第一名 1

廖婉茹 單人平台舟-第六名

趙子興 單人平台舟-第四名

胡君翰 單人平台舟-第七名

趙子興.李詠緒 雙人平台舟-第五名

林則軒.胡君翰 雙人平台舟-第七名

林則軒 靜水標竿C1-第二名 1

陳心霜 靜水標竿-第二名 1

趙子興 靜水標竿K1-第二名 1

105.03.19 第九屆弘光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林映呈 黑帶男子公開組80-87公斤級冠軍 1

崔尚勇.李柏勳.官秉陞 社會男子團體第二名 1

李柏勳 社會男子個人第五名

官秉陞 社會男子個人第六名

崔尚勇 社會男子個人第四名

105.03.20 104年第十三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溜冰 食品系 鄭筱柔 個人 第2名 1

105.03.25 105年苗栗縣福興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林映呈 80-87公斤級第三名 1

海空系 陳秉閎 雙人單槳無舵手艇第五名

張意傑 輕量級雙人雙槳艇第四名

105.03.26 105年度會長盃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祐 TT11組第二名 1

50公尺仰式第四名

100公尺仰式第四名

5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1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50公尺蝶式第五名

100公尺蝶式第三名 1

50公尺蛙式第五名

100公尺蛙式第三名 1

50公尺仰式第三名 1

100公尺仰式第二名 1

5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10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5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100公尺自由式第四名

50公尺蝶式第六名

100公尺蝶式第四名

50公尺蛙式第三名 1

10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1

50公尺自由式第四名

10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50公尺蛙式第三名 1

100公尺蛙式第二名 1

5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10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5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10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高中男子組 第五名

大專男子組 亞軍 1

105.327
105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游泳錦標賽暨國家

代表隊選拔賽
游泳 運休系 陳廷軒 高中職男子組100公尺蛙式第二名 1

林映呈
社會高中男子公開組87公斤以上

級第二名
1

楊立邦
社會高中男子公開組68-74公斤級

第三名
1

陳琳雅
社會高中女子公開組53-57公斤以

上級第三名
1

賈沛霖 高麗金剛型第二名 1

大專女子乙組–冠軍 1

大專女子組團體 - 冠軍 1

105.04.06-11 104學年度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 柯秉中 公開組9號球雙打賽冠軍 1

男子雙打季軍 1

單打 第五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4-2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海觀系105.03.17-19

團體獎

蔣岳倫

運休系

運休系

輪機系

陳廷軒

劉育誠

林則軒

運休系

運休系

柯冠丞

餐管系

運休系

運休系

105年全國輕艇激流錦標賽暨2016年輕艇激流國

家代表隊選拔賽
輕艇

105年臺北市青年盃全國擊劍錦標賽

運休系

石智元

運休系

擊劍

運休系

105.03.25

柯享言

袁宇謙

崔尚勇

海觀系

105.03.05

105.02.27-29

網球 數遊系

105.03.18-20 第38屆全國中正盃現代五項運動錦標賽 現代五項

105.03.05-12 105年titan盃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饒高宇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4學年度划船錦標賽 划船

航海系 蔡岳修

105年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 輕艇

饒高宇

2016年高雄市海峽盃跆拳道邀請賽暨第一屆理事

長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運休系

105.04.09

跆拳道

105.04.16-17 2016年4月份台中站adidas盃全國分級網球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游泳

105.04.09

輪機系

105年第九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賽

第二十六屆中興盃射箭邀請賽

邱重淵

射箭

李柏勳

官秉陞運休系

宋輝煌

葉子涵

航海系



謝政穎  石浩天  陳冠宇  彭智強 高中男子組三人賽冠軍 1

謝政穎  陳冠宇 高中男子組二人賽亞軍 1

石浩天   彭智強 高中男子組二人賽季軍 1

105.4.30.--5.1 桌球 桌球男子單打 第一名 1

105.06.18 游泳 第一名 1

拳擊 運休系 顧浚銘 64公斤級第四名

航海系 蔡岳修 50公尺仰式第二名 1

輪機系 柯享言 100公尺自由式第五名

航海系 蔡岳修 100公尺仰式第四名

柯享言 劉育誠 邱重淵 蔡岳修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六名

輪機系 柯享言 50公尺自由式個人第五名

邱重淵 劉育誠 蔡岳修 柯享言 400公尺混合式接力第七名

運休系 李依潔 公開組女子軍刀第五名

食品系 張家淳 公開組男子軍刀第八名

張家淳 丁銘晢郭先健 謝明賢 公開組男子軍刀團體第五名

楊立邦 男子68公斤級 第四名 

崔尚勇 74公斤級 第四名

賈沛霖 男子80公斤級 第七名

大專男子組第一名 1

公開男子組第五名

詹宜瑾 高中男子組 第五名

蔡旻華 高中男子組 第五名

團體組第六名

105.4.25-28 大專校院104學年度自由車錦標賽 自由車 視傳系 陳銘宗 公路車名次計時賽第五名

運休系 林辰恩 反曲弓男子組第二名 1

輪機系 葉子涵 反曲弓女子組第六名

自行車 李宗穎 1

跑步 高頎翔

游泳:教練張國彬

黃泳齊 高中社會男子組68公斤級第二名 1

楊立邦 高中社會男子組74公斤級第二名 1

賈沛霖 高中社會男子組80公斤級第一名 1

林映呈
高中社會男子組87公斤以上級第

一名
1

陳琳雅 高中社會女子組57公斤級第二名 1

楊詠茹 高中社會男子組62公斤級第二名 1

楊詠茹
品勢高中社會女子組太極八場第

一名
1

林映呈 楊詠茹 品勢團體型第三名 1

黃泳齊  楊立邦 賈沛霖  林映呈 高中社會男子組團體第二名 1

105.05.14-15 105年臺北市士林區理事長盃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賈沛霖 高中社會男子組個人品勢第二名 1

 50公尺水面浮游第2名 1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1名 1

 50公尺水面浮游第4名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3名 1

 50公尺水面浮游第1名 1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2名 1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2名 1

 50公尺水面浮游第1名 1

 50公尺水面浮游第3名 1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4名

 50公尺水面浮游第1名 1

 100公尺水面浮游第1名 1

105.05.15 105年26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溜冰 食品系 鄭筱柔 個人花式自由型冠軍 1

105.05.16  第二十二屆東方錶第一次大專網球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男子單打冠軍 1

崔尚勇

顏聖軒

李柏勳

林子恆

林哲玄

陳建昕

林子聖

王天子

男子團體組第五名

林哲玄 個人60-70公斤級第五名

謝孟成 大專男子組B1級冠軍 1

大專女子組B1級冠軍 1

大專女子組B2級冠軍 1

運休系 林辰恩 公開丙組第二名 1

航海系 葉子涵 公開丙組第三名 1

105.05.24 105年全國角力錦標賽 角力 運休系 謝昀修  林威亞 無

105.06.04 大專院校104學年度合球錦標賽 合球 運休系

郭先健 劉旻玥 廖心瑜 吳嘉晉 周

建宇 簡韶輝 游秉憲 丁柔肇 邱鈺

庭 李靖怡

甲二級 第三名 1

500公尺單人K艇第二名 1

5000公尺單人K艇第二名 1
胡君翰 社會組 男子組50公尺第一名 1

運休系潛水105年台北市青年盃分齡潛水錦標賽

105.05.31-06.02 海觀系 陳心霜105全國輕艇競速錦標賽 輕艇

運休系

李柏勳

2016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

105年輔大盃射箭錦標賽105.05.28

張亞婷
馬術

射箭

林子恆

柯冠丞

105.05.28

104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健美錦標賽 健美 運休系

105.05.14-15

105.05.15

官秉陞

崔尚勇

白晨豫

105年第六屆『中華盃』全國武術功夫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第十四屆明志盃射箭錦標賽 射箭

2016LAVA鐵人三項系列賽苗栗通霄站

105.05.14-15

105.05.14-15

2016年會長盃全國藤球錦標賽

105年全國特殊奧林匹夏季運動會暨選拔賽 運休系 黃大祐

運休系藤球105.04.22-24

游泳

擊劍

跆拳道 運休系

苗栗縣105年度縣長盃輕艇錦標賽

105.04.15-17 運休系

林翰

鐵三角男子組接力第二名鐵人三項

105年全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105.04.29-05.04

運休系

105.06.18

104拖艇滑水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滑水

海觀系輕艇



趙子興 社會組 男子100公尺第一名 1

趙子興 胡君翰 社會男子100雙人第一名 1

 廖婉茹 社會組 女子100公尺 第一名 1

廖婉茹 陳妤婷   (校外) 社會女子組100公尺雙人第一名 1

105.06.18 第七屆臺灣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壁球 運休系 傅俊清 大專男子組第三名 1

105.06.11 新北市議長盃第六屆龍舟錦標賽 龍舟
運休系.

海觀系

黃建棟 陳恩皓林昱成 葉裕瑃

王勝賢 章偉傑

徐銀辰 屠崇恩

党秉瑋 王天子

游舒涵 李秋敏

沈依萱 吳靜萍譚茵方 吳奕萱楊

琍婷  魏   愷

賴聖凱 鍾建峰

陳恩宇 吳嘉晉

陳信佑 劉旻玥

王訑婕 王怡臻

黃銘漢 王韋傑

陳于婷 蕭嬿軒

林廷宇 張孟樺

徐文政 顏家豪

無

蔡旻華 初級男子組第一名 1

莊理傑 初級男子組第三名 1

謝政穎 初級男子組第五名

黃馨柔 初級女子組第一名 1

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

動作自選男子組第一名 1

公開女子組第二名 1

動作自選女子組第二名 1

團體第二名

王怡臻

徐文政

許閔媛

李小眉

王訑婕
張耀顯

105.06.19 第7屆馬來西亞「黃金開球」花式撞球賽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 冠軍 1

105.7.17 105年彰化縣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樂活桌球錦標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祐 男子SM11組 第一名 1

105.07.31 105年郵政壽險盃全國身心障礙桌球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祐 男子TT11組 第一名 1

總計 37 33 23

滑水2016纜繩滑水大專聯賽 105.06.25 運休系
林翰

1

田蕙慈

苗栗縣105年度縣長盃輕艇錦標賽105.06.18

帆船

海觀系輕艇

2016年無錫太湖杯帆船賽105.07.01-03 運休系 學生組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