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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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 2015年泰國殘障公開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佑 男子TT11組雙打銀牌 1

2015年世界9號球錦標賽 運休系 柯秉逸 冠軍 1

2015年世界9號球錦標賽 海觀系 柯秉中 季軍 1

葉瀚圖 第二名 1

黃信儒 第一名 1

黃信儒 第三名 1

蕭瑋賢 第一名 1

蕭瑋賢 第四名

104.10.29
2015第二次台灣大專網球排名賽男子

單打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第二名 1

104.11.11 2015年亞洲輕艇水球賽女子組第三名 輕艇水球 海觀系 廖婉茹 第三名 1

2015全運會輕艇靜水標竿C-1 輕艇 海觀系 林則軒 第三名

2015全運會女子4人K艇銅牌 輕艇 海觀系 陳心霜 銅牌 1

2015全國運動會帆船賽 帆船 運休系 張曜顯 第三名

2015全國運動會水球賽男子組 水球 運休系 羅威軒 冠軍 1

104.11.15
2015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小龍組(混

合)
龍舟 運休系海觀系

林則軒 劉巧萱 謝昀修

蔡豐銘 李詠緒 游韋浩

胡君翰 趙子興 王嬿雯

譚茵芳 廖心瑜 陳心霜

蔡宜珊 謝文杰

第二名 1

104.11.15
2015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小龍組(女

子)
龍舟 運休系海觀系

林則軒 劉巧萱 陳瑩宣

王佳萱 譚茵芳 韓靜雯

陳心霜 彭瑋欣 全詩瑤

蔡宜珊 劉旻玥 王彥之

林孟蓉 廖心瑜 王嬿雯

第二名 1

104.11.15
2015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大專組(混

合)
龍舟 運休系海觀系

林則軒 劉巧萱 謝文杰

黃立仁 張定為 宋爾文

游韋浩 林威亞 謝昀修

蔡豐銘 張耀祖 王天子

李詠緒 趙子興 劉芝吟

陳心霜 彭瑋欣 韓靜雯

曹煒廷 王嬿雯 王佳萱

胡君翰

第三名 1

104.11.15
2015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小龍組(男

子)
龍舟 運休系海觀系

林則軒 宋爾文 謝文杰

黃立仁 張定為 曹煒廷

游韋浩 林威亞 蔡豐銘

張耀祖 李詠緒 王天子

第四名

104.09.19 2015國際皮艇球(東錢湖)邀請賽 輕艇 海觀系
四觀二乙 李詠緒 趙子

興 四觀一甲 胡君翰
第四名

104.11.17-20 104年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角力 運休系 謝昀修 林威亞 無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籃球聯賽 籃球

鄭豐政 劉子毅 黃建棟

鐘建鋒 胡劭安 郭俊逸

何承諺 陳恩皓 劉明坤

鄭朝元 邱正耀 徐銀辰

王勝賢 葉裕瑃 李冠融

林育楷 吳嘉晉 蔡宏昌

分區預賽

104.9.20 2015LAVA鐵人三項系列賽台南馬沙溝站 鐵人 運休系 崔尚勇 無

謝政穎、石浩天、洪子

翔、彭智強
高中男子組三人賽冠軍 1

謝政穎、石浩天、陳冠

宇、彭智強
高中男子組二人賽季軍 1

海觀系 柯秉逸 男子公開組8號球第一名

運休系 柯稟中 男子公開組9號球個人賽第一名

104.11.21-22
2015年11月份台中站adidas盃全國分級

網球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第一名 1

104.11.21
全國輕艇水球錦標賽暨國際輕艇水球

邀請賽(男子組)
輕艇水球 海觀系

李詠緒 趙子興 胡君翰

林則軒
第三名 1

104.11.21
全國輕艇水球錦標賽暨國際輕艇水球

邀請賽(女子組)
輕艇水球 海觀系

廖婉茹  陳心霜  譚茵芳

陳瑩宣
第二名 1

黃信儒 第一名 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4-1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104.12.07-11

運休系

跆拳道 運休系

運休系104年全國總統盃藤球錦標賽 藤球

撞球

跆拳道104.11.28 北商盃跆拳道錦標賽 

104全國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

撞球104.9.

104.09 104年龍泉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104.10.20

104.11-27-29



林映呈 第一名 1

賈沛霖 第二名 1

崔尚勇 第二名 1

侯松甫 第二名 1

陳琳雅 第三名 1

黃泳齊 第三名 1

謝孟成 男子反曲弓個人賽–亞軍 1

林辰恩 男子反曲弓個人賽–季軍
 1

陳昭廷 男子反曲弓個人賽–冠軍
 1

輪機系 葉子涵 女子反曲弓個人賽–冠軍 1

葉子涵   杜基照 陳基高 女子反曲弓丙組團體賽 - 冠軍 1

林辰恩   陳昭廷謝孟成 男子反曲弓丙組團體賽 - 冠軍 1

4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五名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100公尺仰式 第三名 1

50公尺仰式 第四名

50公尺蝶式 第三名 1

100公尺蝶式 第四名

100公尺蛙式 第四名

200公尺蛙式 第五名

柯冠丞 50公尺自由式 第七名

邱重淵 韓靜雯 柯冠丞

袁宇謙 林子傑 官秉陞

李柏勳 崔尚勇 陳廷軒

十人大隊接力 亞軍 1

104.12.13 大專校院104學年度壁球錦標賽 壁球 運休系 傅俊清 男子公開組個人單打賽全國第二名 1

李詠緒 趙子興 胡君翰 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

林則軒 公開男子組第三名 1

廖婉茹 公開女子組第二名 1

運休系 袁宇謙 5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 1

200公尺蝶式第六名

100公尺蝶式第八名

運休系 陳于婷 50公尺蛙式第二名 1

5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10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200公尺蝶式第一名 1

200公尺混合式第二名 1

100公尺蝶式第一名 1

200公尺蝶式第四名

100公尺蝶式第三名

50公尺蛙式第五名

50公尺蝶式第四名

100公尺混和式第四名

200公尺混和式第四名

10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5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20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200公尺混和式第一名 1

50公尺蛙式第五名

200公尺混和式第五名

100公尺蛙式第七名

16-18歲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一名 1

16-18歲 200公尺混和式接力第一名 1

19歲以上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一名 1

19歲以上 200公尺混和式接力第一名 1

16-18歲 團體獎第6名

19歲以上 團體獎 第2名 1

海觀系 陳育億 69公斤級冠軍

陳科銘 60公斤級冠軍

顧浚銘 62公斤級冠軍


周柏宇 81公斤級第三名

運休系 林辰恩 男子組個人第一名 1

輪機系 葉子涵 女子組個人第二名 1

104.12.13 第30屆椰林盃全國大專射箭錦標賽 輪機系 葉子涵 女子組個人第一名 1

104.12.26 adidas盃全國分級網球排名賽 網球 數遊系 饒高宇 男子單打第一名 1

105.1.10 第20屆亞洲城市盃跆拳道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葉瀚圖 黑帶男子組第一名 1

總計 30 16 14

運休系

海觀系

蔣岳倫

邱重淵  林子傑柯冠丞

蔣岳倫

邱重淵

104.12.6 第十八屆松竹梅全國游泳邀請賽 游泳

林子傑

運休系

運休系

運休系

104.11.28

跆拳道

運休系

游泳

運休系

第29屆聖約翰盃射箭賽

104.12.13

運休系

104.12.19

運休系

104.11.28 北商盃跆拳道錦標賽 

崔尚勇

韓靜雯

104年全國三對三輕艇水球錦標賽 輕艇水球

2015年世清海洋盃全國冬季分齡游泳

錦標賽

餐管系

運休系

李柏勳

運休系

運休系

運休系

石智元

蔣岳倫

柯冠丞

拳擊

射箭

團體獎

林子傑

陳廷軒

射箭

104年中正盃拳擊錦標賽104.12.19

第6屆實踐盃全國大專射箭錦標賽104.12.19

運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