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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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25-28
103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

賽
田徑 運休系 盧繼偉 無

高中女生組5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高中女生組10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大專女子組5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大專女子組50公尺蝶式第一名 1

大專女子組10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大專女子組50公尺蛙式第一名 1

運休系
蔡孟恬  韓靜雯

廖嘉勒   費柏誠

高中組男女混合200公尺混合式接

力第二名
1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蝶式第五名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仰式第四名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蝶式第四名

高中男子組50公尺蝶式第四名

高中男子組50公尺蛙式第六名

高中男子組50公尺仰式第五名

運休系 張祥毅 高中男子組50公尺蝶式第六名

高中女子組50公尺仰式第三名 1

高中女子組50公尺蝶式第四名

運休系 林辰 高中男子組50公尺蛙式第七名

運休系 陳廷軒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蛙式第七名

運休系
蔡孟恬   韓靜雯

林    辰   羅政凱

高中組男女混合200公尺自由式接

力第二名
1

餐飲系 餐一明石智元 高中男子組100公尺蝶式第六名

擊劍  食品系 張家淳 男子軍刀個人第三名 1

擊劍 食品系 丁銘哲 無

輕艇 海觀系 陳信甫 大專男子組C1-1000公尺第五名

輕艇 運休系 張耀祖 大專男子組C1-200公尺第六名

大專女子組K1-500公尺第三名 1

大專女子組K1-200公尺第三名
1

輕艇 運休系 林俊宏 大專男子組K1-1000公尺第六名

輕艇 海觀系 廖婉茹 大專女子組C1-200公尺第一名 1

蔡宛如 300公尺計時賽第三名 1

蔡宛如 500公尺爭先賽第三名 1

蔡宛如 1000公尺爭先賽第四名

1030322-23 第五屆聖約翰盃跆拳錦標賽 跆拳 運休系 葉瀚圖 男子黑帶組87公斤級以上第一名 1

1030328-30 103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田徑 運休系 盧繼偉 第八名

擊劍 食品系 張家淳 無

擊劍 食品系 丁銘哲 無

擊劍 海空系 謝明賢 無

運休系 周柏宇 75公斤級第一名 1

海觀系 陳育億 69公斤級第一名 1

運休系 陳延軒
高中男子組(S14級)-100公尺蝶式第

一名
1

運休系 陳延軒
高中男子組(S14級)-10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1

餐飲系 石智元
高中男子組(自閉症)-5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2-2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1030223
103年第七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
游泳

運休系

臺北市青年盃全國擊劍錦標賽1030228-0301

103年全國大專輕艇競速錦標賽1030308

溜冰 旅遊系103年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030321-23

1030329

拳擊103年青年盃拳擊錦標賽1030426-27

103年桃園縣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

劍錦標賽

1030427

蔡孟恬

方   羚

徐玉倫

韓靜雯運休系

游泳
102學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

長盃游泳錦標賽

運休系

運休系

廖嘉勒

李柏勳

費柏誠

運休系

觀光系

運休系

陳心霜海觀系輕艇



餐飲系 石智元
高中男子組(自閉症)-100公尺自由

式第一名
1

餐飲系 石智元
高中男子組(自閉症)-100公尺蝶式

第二名
1

運休系 林辰恩 公開反曲弓組個人賽冠軍 1

運休系 陳昭廷 公開反曲弓組個人賽第四名

運休系 謝孟成 公開反曲弓組個人賽第六名

運休系
謝孟成  陳昭廷

林辰恩
公開反曲弓組團體賽冠軍 1

旅遊系 蔡宛如 1000公尺爭先賽第四名

旅遊系 蔡宛如 500公尺爭先賽第五名

旅遊系 蔡宛如 300公尺計時賽第三名 1

食品系 鄭筱柔 個人花式自由型第二名 1

1030513 103年纜繩寬板滑水選拔 滑水 運休系 徐廷瑋 公開男子組第二名 1

1030501 103第四屆大專盃馬術錦標賽 馬術 運休系 張亞婷 無

擊劍 食品系 張家淳 公開男子組軍刀第五名

擊劍 食品系 丁銘哲 公開男子組軍刀第六名

擊劍 海空系 謝明賢 公開男子組鈍劍第三名 1

柔道 運休系 黃博偉 公開男子組第二級第六名

游泳 運休系 邱重淵 一般男子組200仰第三名

游泳 運休系 邱重淵 一般男子組100仰第三名 1

游泳 運休系 邱重淵 一般男子組50仰第二名 1

游泳 輪機系 柯享言 一般男子組50蝶第四名

游泳 輪機系 柯享言 一般男子組50自第三名 1

游泳 輪機系 柯享言 一般男子組100自第二名 1

游泳 運休系
邱重淵  劉育誠

李伯勳  柯享言
一般男子組400混合接力第七名

游泳 運休系 方羚 一般女子組50蝶第五名

游泳 運休系 方羚 一般女子組50仰第四名

游泳 運休系 方羚 一般女子組100仰第四名

游泳 運休系 韓靜雯 一般女子組400混合第五名

游泳 運休系 蔡孟恬 一般女子組400混合第四名

游泳 運休系 蔡孟恬 一般女子組200混合第八名

木球 運休系 林芸安 公開女子組個人第五名

1030614
2014新北微風亞洲盃鐵人三項錦

標賽
鐵人三項 運休系 崔尚勇 無

1030622
2014 LAVA鐵人三項系列新竹南

寮站
鐵人三項 運休系 崔尚勇 無 1

運休系 徐廷瑋 寬板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

運休系 徐廷瑋 光腳公開男子組第二名 1

運休系 賴雅玲 寬板中級女子組第二名 1

運休系 林翰 寬板中級男子組第一名 1

運休系 林翰 光腳公開男子組第四名

運休系 王怡臻 寬板高中女子組第三名 1

運休系 陳薇竹 寬板高中女子組第二名 1

運休系 林昱如 寬板高中女子組第四名

運休系 崔尚勇 寬板高中男子組第三名 1

運休系 林子恆 寬板高中男子組第四名

1030427

射箭第16屆輔大盃射箭邀請賽1030504

103年第24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

賽
1030509-11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1030517-21

103國家級拖艇滑水國手選拔賽1030627-29 滑水

溜冰

游泳
102學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

長盃游泳錦標賽



全員 團體積分賽第三名 1

蔡孟宸 50公尺蛙式第四名

蔡孟恬 1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1

蔡孟恬 5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1

廖嘉勒 100公尺蝶式第 一名 1

廖嘉勒 50公尺蝶式第二名 1

費柏誠 50公尺自由式第四名

柯享言 10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1

柯享言 5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1

邱重淵 10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邱重淵 50公尺仰式第一名 1

林辰 50公尺仰式第五名

蔡孟宸 100公尺蛙式第二名 1

運休系 賈孝德 無

運休系 劉文軒 無

運休系 江冠毅 無

運休系 林俊賢 無

運休系 揚芷芸 無

運休系 王怡臻 無

運休系 徐文政 無

運休系 林子恆 無

運休系 崔尚勇 無

運休系 雙人品勢第一名 1

運休系 金剛型第三名 1

運休系 手刀擊破第三名 1

運休系 80公斤級金牌 1

運休系 雙人品勢第一名 1

運休系 太白型第三名 1

運休系 手刀擊破第三名 1

運休系 87公斤級金牌 1

1030301-02

08-09

102學年度第36屆全國中正盃馬術

錦標賽
馬術 運休系 張亞婷 障礙超越60CM級第一名 1

運休系 韓靜雯 無

觀光系 陳心霜 公開女子組單人K艇200公尺第三名 1

1030614
103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游泳

錦標賽
游泳 運休系 陳廷軒 無

總計 29 14 18

1030630

跆拳道
103年南瀛暨議長盃全國跆拳道錦

標賽
1030705-06

103國家級拖艇滑水國手選拔賽1030627-29

游泳
2014新北城市盃全國成人分齡游

泳錦標

1030711-13

帆船2014年無錫太湖杯帆船賽1030704

輕艇

滑水

103年全國輕艇競速錦標賽

黃信儒

葉瀚圖

運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