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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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賽 第七名


長航賽 第八名

高校帆船賽 第六名

大學生帆船邀請賽 第八名

高中社會男子二段組 第一名 1

高中社會組雙人混合公開組 第一 1

社會男子公開組74~80公斤級 第一名 1

高中社會男子三段組 第一名 1

高中社會組雙人混合公開組 第一名 1

社會男子公開組87公斤級以上 第一名 1

1031102-05 籃球運動聯賽-預賽 籃球 運休系 籃球隊 無

徐廷瑋 寬板公開男子組 第六名

林翰 寬板中級男子組 第二名 1

王怡臻 寬板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1

崔尚勇 寬板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1

1030906-07 2014年全國3對3輕艇水球賽 輕艇 海觀系

大專男子組 第一名

大專男子組 第二名

大專女子組 第一名

2 1

1030912-14 103年台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田徑 運休系 盧繼偉 無

1031004-5 台東之美鐵人三項
快速公路鐵

人三項
運休系 韓靜雯 無

運休系 柯秉逸 大專盃男子公開組9號球個人賽 第一名 1

輪機系 曹書與 男子一般組9號球個人賽 第六名

林辰恩 公開男子組個人賽 第三名 1

陳昭廷 無

范峻瑋 無

謝孟成 無

劉彥廷 高中男子組46~49公斤級 第二名 1

呂彥廷 高中男子組56~60公斤級 第三名 1

吳柏燐 高中男子組60~64公斤級 第二名 1

周柏宇 無

闕展勳 無

顧俊銘 社會男子組60~64公斤級 第二名 1

海觀系 陳育億 社會男子組60~64公斤級 第三名 1

食品系 鄭筱柔 大專女子組個人花市自由型第二名 1

運休系 辜文喜
大專女子個人冰舞第三名

大專女子個人花式基本型第二名
1 1

運休系 范峻瑋 公開反曲弓丙組個人賽–冠軍 1

輪機系 葉子涵 大專反曲弓新人組個人賽–冠軍 1

運休系 陳昭廷 公開反曲弓丙組個人賽–亞軍 1

運休系 林辰恩 公開反曲弓丙組個人賽–第四名

運休系 謝孟成 公開反曲弓丙組個人賽–第五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3-1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1030803-9

運休系滑水103年台灣盃國家滑水錦標賽

射箭103年全國精英盃射箭錦標賽1031019

1030822-24

撞球全國大專院校撞球聯賽1031027-31

溜冰第36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031119

運休系
拳擊台北市中正盃拳擊錦標賽1031101

賈孝德   許閔媛

楊芷芸   王怡臻

徐文政   許閔媛

運休系帆船泛太平洋帆船賽

1030809-10

黃信儒

葉瀚圖

運休系跆拳道

1031129

東方盃跆拳道賽

射箭
第十二屆明志盃

射箭邀請賽

運休系



運休系
林辰恩  陳昭廷

謝孟成
公開反曲弓丙組團體賽 - 冠軍 1

柯享言 2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個人混合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仰式 第一名 1

50公尺蝶式 第二名 1

100公尺蛙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蛙式 第一名 1

50公尺仰式 第二名 1

200公尺蝶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蛙式 第六名

100公尺蛙式 第二名 1

100公尺個人混合式 第二名 1

100公尺個人混合式 第五名

200公尺自由式 第八名

200公尺蝶式 第一名 1

50公尺仰式 第二名 1

袁宇謙 200公尺自由式 第六名

50公尺仰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仰式 第一名 1

100公尺仰式 第一名 1

50公尺仰式 第一名 1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八名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八名

5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1

100公尺自由式 第三名 1

羅威軒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八名

袁宇謙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八名

400公尺自由式 第三名 1

200公尺混合式 第五名

吳沅蓁 50公尺蛙式 第七名

蔡孟恬 50公尺蝶式 第四名

社會男子組 個人 第六名

社會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崔尚勇 社會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李柏勳 社會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1031213-14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劍道錦

標賽
劍道 運休系 葉純宏 無

1031214
2014LAVA鐵人三項系列賽暨年度冠

軍錦標賽-屏東大鵬灣站
鐵人三項 運休系 韓靜雯 鐵人三項個人組 第二名 1

1031226-28 103年大專盃帆船錦標賽 帆船 運休系

林俊憲  王怡臻

徐文政  楊芷芸

王訑婕  張曜顯

團體 第三名 1

1031124-28 103年度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 拳擊 運休系
吳柏燐  陳育億

許閺媛   周柏宇
無

1031107-10 2014新北擊劍公開賽 擊劍 運休系
張家淳  丁銘哲

謝明賢  郭先健
無

海空系 謝明賢 第六名

運休系 郭先健 無

1031222-31 籃球運動聯賽-決賽 籃球 運休系 籃球隊 無

總計 23 16 8

石智元

游泳第十七屆松竹梅全國游泳邀請賽1031207

運休系游泳
103年世青海洋盃全國冬季分齡游泳

錦標賽
1031206-07

擊劍
104年青年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
1040124-25

103年協會盃暨全國中等學校現代五

項運動錦標賽

運休系

蔡孟恬

吳沅蓁

廖嘉勒

1031129

羅威軒

陳廷軒

邱重淵

韓靜雯

射箭
第十二屆明志盃

射箭邀請賽

1031205-07

柯享言

邱重淵

韓靜雯

羅青雲

運休系現代五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