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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13~14
2013香港滑水暨寬板滑水公

開賽

寬板滑水男子

菁英組
四運二甲徐廷瑋

榮獲寬板滑水男子菁英

組第一名
1

1020713~17

第三屆海峽兩岸高校帆船

賽暨泛太平洋大學生帆船

邀請賽

運四明賈孝德、劉文

軒、江冠毅；運一明楊

芷芸、王怡臻、徐文

政、王訑婕等6員

榮獲帆船賽第七名及長

航賽第六名

1020705~07 2013年第五屆太湖杯帆船賽

運四明賈孝德、劉文

軒、江冠毅；運一明楊

芷芸、王怡臻、徐文

政、王訑婕等7員

第三名 1

1020615 102年全國拖艇滑水賽

四運三乙賴雅玲、洪意

瑄、四運二甲徐廷瑋、

運三明田蕙慈、運一明

王怡臻、陳薇竹、林昱

如，共計七位同學

徐廷瑋、賴雅玲、田蕙

慈奪大專男、女子組冠

軍與高中女子組冠軍，

王怡臻、陳薇竹高女組

第二、三名，洪意瑄第

五名。

3 1 1

1020612
2013年洲美文化祭端午龍舟

賽

第一、二名，航海系：

航一誠李治諭1人、海觀

系：觀二明劉孟彥等5

人、運休系：四運三甲

林靖芬等19人

勇奪冠、亞軍 1 1

1020608、09、

12
2013年台北市龍舟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
25名運休系學生

1020608-09 2013年新北市議長盃龍舟賽 公開混合組

公開混合組第二名，航

海系：航一誠李治諭1

人、海觀系：觀二明劉

孟彥等5人、運休系：四

運三甲林靖芬等19人

公開混合組第二名 1

1020518-19 102年台北市青年盃田徑賽
110跨欄、400

公尺

2名-四運一乙盧繼偉、柳

慶和(運優生2名)

四運一乙盧繼偉榮獲公

開男子組110M跨欄第一

名(破大會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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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11-12
102年國昌盃全國青年暨青

少年擊劍錦標賽
青年組軍刀賽

2名-四食一甲張家淳、丁

銘哲(運優生2名)

四食一甲張家淳-青年組

軍刀全國排名第一名
1

1020427
台琉盃國際帆船賽暨基隆

國際帆船邀請賽
運休系、海觀系

運休系榮獲冠軍
1

1010503-5
102年第23屆會長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競速溜冰500

公尺、1,000公

尺爭先賽與

5,000公尺開放

賽

四旅三甲蔡宛如

四旅三甲蔡宛如-競速溜

冰1,000公尺爭先賽亞

軍、500公尺爭先賽與

5,000公尺開放賽雙料第

四名

1

1020427-0501 10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羽球、田徑、

游泳、柔道、

跆拳、擊劍與

鐵人三項

32名-(運優生16名)

柔道(林子杰/四運二乙-一

般男第六級冠軍、杜晟

睿/四運二甲-公男組第三

級第七名)；游泳(柯享言/

四輪一甲-一般男100M自

亞軍與50M自季軍、蔡孟

恬/運二明-一般女200M混

季軍與100M蛙式及50M

蛙式第八名、方羚/四運

三甲-一般女50公尺仰式

第四名與50M蝶式第五名

與100M蝶式第八名、一

般女4x100M混接第六

名、4x200M自接與

4x100M自接第八名)；擊

劍(丁銘哲/四食一甲-公男

組軍刀個人賽第五名)；

田徑(盧繼偉/四運一乙-公

男組110公尺跨欄第六

名)；跆拳道(葉瀚圖/四運

一乙-公男組第7量級第六

名)

1 1 2

1020405-7 102年度全國纜繩滑水賽
高中女子組、

大專男子組

4名-運三明田蕙慈、運四

明劉文軒、四運四甲卓

致宏、四運二甲徐廷瑋

運三明-田蕙慈高中女子

組冠軍、運四明-劉文軒

大專男子組殿軍
1

1020329-31
102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

公開賽舉
110跨欄

1名-四運一乙盧繼偉(運

優生)

1020322-24
102年第十屆總統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5000公尺開放

賽、1000公尺

爭先賽、500

公尺爭先賽

四旅三甲蔡宛如

四旅三甲蔡宛如-5000公

尺開放賽第一名、1000公

尺爭先賽第二名、500公

尺爭先賽第二名

1 2

1020323-24
102年臺北市青年盃全國擊

劍錦標賽
男子軍刀組

3名-四食一甲張家淳、丁

銘哲、四運一丙陳昱廷

(運優生3名)

四食一甲-張家淳男子軍

刀第五名

1020322-23
102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

開賽

3名-四運一乙盧繼偉、四

遊輪一甲徐新皓及四運

四甲蔡宛儒運(運優生2

名)

四運一乙盧繼偉110公尺

跨欄第八名

1020317
102年臺北市青年盃藤球錦

標賽

大專男子組二

人賽

3名-四運四乙詹宇峰、邱

鈺傑、邢光恆

四運四乙詹宇峰、邱鈺

傑、邢光恆-大專男子組

二人賽第一名
1



1020307-10
102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

徑錦標賽

110跨欄、100

公尺

1名-四運一乙盧繼偉(運

優生)

1020112-13
102年桃園縣永豐盃全國青

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男子軍刀組

2名-四食一甲張家淳、丁

銘哲(運優生2名)

四食一甲-張家淳第一

名、丁銘哲第八名
1

1011217-23
101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聯

賽
公開組男生組

18名(運優生4名-黃榮

凱、陳宏泰 、唐紹琦、

許勝忠)

1011215-16
101年全國海洋盃秋季分齡

游泳賽

5名-四運四甲古文懿、運

四明孫德倫、運二明韓

靜雯、蔡孟恬、張祥毅

運四明孫德倫50蛙冠

軍；四運四甲古文懿50

自亞軍；運二明韓靜雯

50蛙季軍、50仰第五名、

100混第六名；運二明蔡

孟恬50自殿軍、100混殿

軍、100自第五名

1 1 1

1011201
2012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全國

游泳邀請賽

12名-四運四甲古文懿、

四運三甲方羚、四運一

丙羅威軒、謝文杰、四

輪一甲柯享言、運四明

孫德倫、航一誠李治

諭、運三明陳于婷、李

依婷、運二明張祥毅、

韓靜雯、蔡孟恬

四運一丙羅威軒400自冠

軍、200自第五名；運二

明蔡孟恬50蛙冠軍；運

二明韓靜雯200自第四

名、400自第五名；四運

三甲方羚50蝶第四名、50

仰第五名；四輪一甲柯

享言200混第四名

2

1011201-02
101年桃園縣主委盃全國青

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男子軍刀組 四食一甲張家淳(運優生) 四食一甲張家淳-第六名

1011126-30 101年大專校院撞球聯賽

大專男子一般

組9號球個人

賽

電三明吳尚霖

1011116-18
101學年度全國盃滑水錦標

賽

6名-四運三乙賴雅玲、四

運二甲徐廷瑋、四運四

甲蔡怡真、運四明劉文

軒、運三明洪光陞、田

蕙慈

四運三乙賴雅玲-女子組

托艇寬板第三名、女子

組纜繩寬板第五名；四

運二甲徐廷瑋-男子組纜

繩寬板第五名。

1

1011109-12 2012年臺北擊劍公開賽

公開組男子軍

刀個人與團體

賽

3名-四食一甲張家淳、四

食一甲丁銘哲、四運一

丙陳昱廷(運優生3名)

1011109-11
2012年台北市重型帆船對抗

賽

6人-運四明賈孝德、江冠

毅、葉志祥、林俊憲、

劉文軒、吳秉叡

第二名 1

1011101-04
101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

賽
第三量級 四觀一甲田月善(運優生) 第三名 1

1011025-28
101年全國輕艇水球錦標賽

暨國際輕艇水球邀請賽

6名-四運三甲巫峙賦、四

運一乙黃立仁、張耀

祖、林偉華、張國庭、

林俊宏、四觀四甲楊正

平、四觀一甲陳信甫(運

優生6人)



1011013-14
2012年全國總統盃藤球錦標

賽

4名-四運四乙詹宇峰、邢

光恆、蘇哲民、邱鈺傑

大專男子組團體第3名、

2人組第2名
1 1

1011010-12
大專校院101學年度划船錦

標賽競賽

9名-四運一乙文楷明、林

祐聖、李安、盧繼偉、

四運一丙蔡孟杰、四運

二丙諶爾朋、四運三甲

林靖芬、四觀一甲鍾愛

佳、進四觀二甲王郁婷

(運優生3名)

1011005
101學年度第34屆中正盃全

國溜冰錦標賽

競速溜冰300

公尺與1,000公

尺

四旅三甲蔡宛如

四旅三甲蔡宛如-競速溜

冰300公尺與1,000公尺均

第四名

1010927-1103、

1104-1111

膺選為「2012年世界纜繩寬

板滑水錦標賽」國家代表

隊儲備選手

四運二甲學生徐廷瑋

1010922-23

101年高雄市市長盃擊劍錦

標賽暨全國第三次擊劍排

名賽

男子軍刀組

3名-四食一甲張家淳、四

食一甲丁銘哲、四運一

丙陳昱廷(運優生3名)

四食一甲-張家淳第六名

(並榮膺亞洲盃暨青年擊

劍錦標賽國家代表隊)

總計 16 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