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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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214-15 103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拳擊 運休系 運一明吳柏燐 男子組60KG級個人 第3名 1

1040221 2015世界盃撞球錦標賽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 10號球第一名 1

運休系 吳柏燐 NO

運休系 周柏宇 NO

1040305-08 103學年度全國大專盃拳擊錦標賽 拳擊 餐飲科 陳育億 NO

運休系 陳昭廷 公開男子個人組第四名

運休系 謝孟成 公開男子個人組第五名

輪機系 葉子涵 公開女子個人組第四名

1040307-08 104年臺北市青年盃擊劍錦標賽 擊劍 運休系

張家淳 丁銘哲

謝明賢 謝政均

郭先健 羅青雲

無

運休系 羅青雲 社會男子組個人賽第6名

運休系

羅青雲

李柏勳

崔尚勇

社會男子組團體 第2名 1

運休系 黃立仁 男子組立式划舟200公尺第五名

海觀系 廖婉茹 女子組立式划舟200公尺第一名 1

海觀系 陳心霜 女子組單人平台舟200公尺第一名 1

運休系 張定為 男子組K-2 1000公尺第六名 1

運休系 林偉華 男子組K-2 1000公尺第六名

海觀系
廖婉茹

陳心霜
團體總成績第二名 1

海觀系 趙子興 男子組靜水標竿K-1第六名

海觀系 廖婉茹 女子組靜水標竿第三名 1

1040322 104年第十二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溜冰 食品系 鄭筱柔 個人 第1名 1

高中男子組2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1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蝶式第二名 1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高中男子組5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運休系 葉瀚圖 男子黑帶公開組87公斤以上第一名 1

運休系 陳楷傑 男子黑帶一般組80-87公斤第一名 1

運休系 黃信儒 男子黑帶一般組74-80公斤第二名 1

大專男子組第一名 1

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

1040405-11
2015東方錶盃第二十一屆第一次台灣大

專網球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男子單打冠軍

男子4.0級單打賽事 第二名
1 1

1040410-11 104年臺北市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射箭 輪機系 葉子涵 無

1040411-12 104年全國青年盃輕艇水球錦標賽 艇球 海觀系
朱承甫  李詠緒

趙子興
公開男子組第四名

1040418-19
2015年4月份竹南站adidas盃全國分級網球

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男子組NTRP 4.0級單打第二名

1040502-03 104年台北市青年盃拳擊錦標賽 拳擊 運休系
吳柏燐  陳育億

周柏宇
無

跆拳道 運休系 葉翰圖 公開男子組87以上-第五名

擊劍 食品系 張家淳 公開男生組軍刀個人組第七名

擊劍 運休系 羅青雲 一般男生組銳劍個人賽第三名 1

一般男生組50公尺仰式 第六名

一般男子組100公尺仰式第四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3-2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拳擊103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1040304-08

輕艇104年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1040322

射箭新北市104年春季盃射箭錦標賽1040307-08

1040328

游泳1040327

103年度國家滑水代表隊選拔賽

1040501-06

1040327-29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運休系

103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

盃游泳錦標賽

2015第八屆弘光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

標賽

餐管系

跆拳道

邱重淵運休系游泳

現代五項
104年第37屆全國中正盃現代五項運動錦

標賽
1040303-15

徐廷瑋運休系滑水

石智元

陳廷軒



游泳 運休系

邱重淵

柯亨言

袁宇謙

劉育誠

一般男子組400混合式接力賽第七名

游泳 運休系 柯亨言 一般男子組50公尺自由式第六名

跆拳道 運休系 呂亭儀 一般女子組跆拳道第五名

高中社會黑帶男子組74-80公斤第二名 1 1

高中社會男子組一段組A組第三名

高中社會男子組二段組優勝 1

高中社會黑帶男子組80-87公斤第三名

蕭偉賢 高中社會黑帶男子組68-74公斤第二名 1

運休系 呂亭儀 青年高中品勢金黑組B第二名 1

運休系 崔尚勇 青年高中品勢黑帶組A第三名 1

運休系 黃姿瑜 青年高中品勢金黑組B第三名 1

運休系 柯秉逸 公開組雙打第一名 1

海觀系 柯秉中 公開組雙打第一名 1

輪機系 曹書與 無

1040516、17、

23、24、30、31
2015年永佳盃北區大專男子籃球邀請賽 籃球 籃球隊 第二名 1

1040523 明志盃射箭邀請賽 射箭 輪一勤 葉子涵 第一名 1

1040523-24 104年全國會長盃身障桌球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佑 第一名 1

1040523-104052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3學年度圍棋錦標賽 圍棋 運休系 陳暐智 無

1040530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3年度建美錦標賽 健美 時尚系 王翔弘 第五名

1040606-07
第16屆亞洲輕艇水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

選拔賽
輕艇水球 海觀系

趙子興 李詠緒

朱承甫
20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表演賽) 1

1040613
104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自由車錦標賽

暨全國運動會自由車代表隊選拔賽
自由車 視傳系 陳銘宗 男子公路車20歲組冠軍 1

1040613-14
104年高雄市市長盃全國青年暨青少年擊

劍錦標賽
擊劍 運休系 謝明賢 郭先健 無

5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100公尺蝶式第二名 1

大專男子組第一名 1

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

1040630-070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3學年度高爾夫錦標

賽
高爾夫 運休系 楊博宇 無

1040512-0515 104年全國角力錦標賽 角力 運休系 謝昀修 林威亞 希羅式第二級第三名 1

1040517 104年青年盃潛水分齡錦標賽 潛水 無

1040703-0705 2015年無錫太湖盃帆船賽 帆船 運休系

王怡臻   徐文政

許閔媛   李佳玟

張孟樺   吳俊億

無

總計 18 14 10

1040516

跆拳道

跆拳道

第五屆中華盃全國武術功夫錦標賽1040509-10

1040501-06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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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撞球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撞球錦標賽

104年台北市士林區理事長盃跆拳道品勢

錦標賽

1040628

1040515-0518

黃信儒

陳楷傑
運休系

徐廷瑋運休系滑水104年度國家滑水代表隊選拔賽1040626-0628

游泳 陳廷軒運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