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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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18-08.20 新竹市105年市長盃射箭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反曲弓公開女子組第二名 1

105.08.20-08.20 2016年第一屆KKL輕艇水球邀請賽 輕艇水球 海觀系

趙子興  李詠緒 胡君

翰   葉家豪  楊洛宇

廖婉茹  傅鈺婷 陳心

霜  許維心

公開男子組第三名

公開女子組第一名
1 1

105.08.27-08.28 2016台北市聚英盃射箭錦標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公開女子組第二名 1

105.09.01-105.09.05 第六屆海峽兩岸高校帆船賽 帆船

張曜顯.徐文政.    王

怡臻.羅柏宸.    許閔

媛.柯冠丞.

長航賽第三名.兩岸大學生帆船賽第

六名.泛太平洋大學帆船邀請賽第六

名

1

105.09.08-105.09132016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無

105.09.11-105.09.11 2016海峽盃鐵人三項賽 鐵人三項
陳銘宗.宋佳憲.蔣岳

倫.李宗穎.高碩翔

鐵三角接力第一名.15歲至17歲鐵人

兩項第一名.18歲至24歲第一名
3

105.9.21-105.9.25 2016亞太輕艇水球錦標賽 輕艇水球

趙子興  胡君翰、李

詠緒、葉家豪、楊洛

宇、廖婉茹、傅鈺婷

許維心

公開女子組第二名、

公開男子組第四名
1

105.09.24-105.09.24
2016捷安特盃—GIANTHON全

民兩鐵賽、越野障礙賽
自行車

陳銘宗、台妙廣  宋

佳憲
全民兩鐵賽第五名 1

105.09.23-105.09.25 105年全國大專帆船錦標賽 重型帆船索托27型

王怡臻、徐文政、許

閔媛、羅柏宸、張曜

顯、柯冠丞

重型帆船索托27型第一名 1

105.9.1-105.10.22
2016年北區大專八校秋季男子

籃球錦標賽
籃球 籃球隊

105.9.1-105.10.30
2016年第八屆【陽明山盃】全

國三級棒球錦標賽
棒球 棒球隊

105.10.5-105.10.9
新竹縣105年縣長盃射箭錦標

賽暨全國射箭錦標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公開組第七名

105.10.7-105.10.9
105年臺北市中正盃壁球錦標

賽
壁球 運休系 傅俊清 公開組第二名 1

105.10.8-105.10.9
105年全國三對三輕艇水球錦

標賽
輕艇水球

趙子興、胡君翰、李

詠緒、葉家豪、楊洛

宇、廖婉茹、傅鈺婷

及許維心

2

105.10.13-105.10.16
105學年度第38屆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溜冰 鄭筱柔 大專女子組花式溜冰第三名 1

105.10.26-105.10.28
105年全國射箭區域性對抗錦

標賽案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無

105.11.19 2016宜蘭冬山河鐵人兩項錦標賽 鐵人 陳銘宗,台妙廣 無 1

105.10.22.-105.10.23
全國輕艇水球錦標賽暨國際輕

艇水球邀請賽
輕艇水球

趙子興、胡君翰、李

詠緒、葉家豪、楊洛

宇、廖婉茹、李若

琪、傅鈺婷及許維心

公開女子組第一名.

公開男子第四名.
1

105.11.6 105年臺北市中正盃藤球錦標賽 藤球 運休系

謝政穎、石浩天、陳

冠宇、彭智強、謝家

誠

高中男子組二人賽冠軍及第五名 1

105.11.20
國立交通大學第二十屆風城盃

射箭錦標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反曲弓女子組第二名 1

105.11.27
聖約翰科技大學第三十屆聖約

翰盃射箭邀請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林辰恩、

朱孟烜、魏煒宸

反曲弓女子組第一名、

反曲弓男子組第一名、

新人組第一、二名、

反曲女子團體賽第一名

3 1

105.12.10
105年臺北市中正盃射箭錦標

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公開組第三名 1

105.12.11
國立臺灣大學第三十一屆椰林

盃射箭邀請賽
射箭 運休系 葉子涵 無

105.12.01-105.12.04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105年第

八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黃泳齊.賈沛霖.

李育德.崔又心
無

105.12.24-105.12.25
105年臺北市全民盃全國跆拳

道錦標賽
跆拳道 運休系

黃泳齊.賈沛霖.

李育德.崔又心

黑帶男子一段第一名、

黑帶男子一段第三名、

黑帶女子二段以上第四名

1 1

105.11.11-105.11.13
105學年度總統盃全國藤球錦

標賽競賽
藤球 運休系

謝政穎、石浩天、陳

冠宇、彭智強、謝家

誠

高中組二人賽第三名、

高中組三人賽第二名
1 1

105.11.17-105.11.18
105全國短距離輕艇競速錦標

賽
輕艇 海觀系

沈博鴻、陳心霜、許

維心
k2-200m第二名 1 1

105.09.03-105.09.04
天利盃2016宜蘭梅花湖全國錦

標賽
鐵人 運休系 季胤呈 鐵人三項標準組第六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5-1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賽重要紀事



105.12.11
第十九屆松竹梅全國游泳邀請

賽
游泳 運休系

柯冠宇、蔣岳倫、蔡

岳修、陳鴻翊、吳棨

暘、高立亞、季胤

呈、林亞賢

50公尺蛙式第一名(柯冠宇)、

50公尺蝶式第一名(柯冠宇)、

50公尺仰式第三名(蔡岳修)、

100公尺仰式第二名(蔡岳修)、

100公尺蛙式第二名(蔣岳倫)、

50公尺蛙式第五名(蔣岳倫)、

5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陳鴻翊)、

50公尺蝶式第四名(陳鴻翊)、

200公尺仰式第五名(吳棨暘)、

50公使仰式第六名(高立亞)、

100公尺仰式第六名(高立亞)

2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季胤呈)、

40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季胤呈)、

400公尺混和式第二名(高立亞、林

亞賢、蔣岳倫、陳鴻翊)、

400公尺第七名(高立亞、林亞賢、

4 4 3

105.12.16-105.12.19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5學年度

籃球運動聯賽
籃球 籃球 無

105.12.07-105.12.23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5學年度

棒球運動聯賽
棒球 運休系 棒球隊 無

 105.12.17-105.12.18
臺北巿105年第34屆中正盃溜

冰錦標賽
溜冰 運休系 李佩儒 選手B女子組第一名 1

106.1-7-106.1.8
2017Garmin LAVA鉄人賽屏東

大鹏灣
鐵人 運休系 季胤呈

106.3.4-106.3.5 2017高雄愛河國際鐵人三項 鐵人 運休系 季胤呈

106.11.28-12-2 105 年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撞 球 聯 賽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柯秉中 男子公開組9號球雙打賽第一名 1

105.12 CBSA嘉興站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 1

105.11.27.
2016第六屆 全國大學跆拳道武

鬥祭
跆拳道 運休系

黃泳齊、賈沛霖、

李育德、崔又心、林

映呈、郭柏亨、楊立

邦

男子公開組第一名第三名*2、

男子品勢第一名*2

男子品勢第三名、

女子品勢第一名、

男子雙人品勢第一名

5 3

105.10.8-105.10.12 2016泰國國際殘障桌球公開賽 桌球 運休系 黃大佑 TT11組第三名 1

105.7.31 2016全國郵政壽險盃 桌球 運休系 黃大佑 TT11組第一名 1

105.11.16-105.11.24
全日本花式撞球錦標賽

撞球 運休系 柯秉逸 第一名 1

105.12-105.12.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5學年度

壁球錦標賽
壁球 運休系 傅俊清 第二名 1

106.12.17-105.12.18
2016世清海洋盃全國冬季分齡

游泳錦標賽
游泳 運休系

高立亞、袁宇謙、

蔡岳修、陳廷軒、

陳玲葳、鄭伃晴、

柯冠宇、柯冠丞、

陳于婷、張辰語、

林亞賢、陳泓翊、

宋輝煌、蔣岳倫

50公尺蛙式第一名(柯冠宇)、

50公尺蝶式第一名(柯冠宇)、

50公尺仰式第一名(蔡岳修)、

100公尺仰式第一名(蔡岳修)、

5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蔣岳倫)、

5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陳鴻翊)、

50公尺蝶式第二名(陳鴻翊)、

200公尺混合式第一名(柯冠丞)、

200公尺仰式第一名(柯冠丞)、

50公尺仰式第二名(高立亞)、

50公尺蛙式第四名(高立亞)

50公尺蝶式第三名(林亞賢)、

5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林亞賢)、

50公尺蝶式第四名(鄭伃晴)、

1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鄭伃晴)、

50公尺仰式第一名(陳玲葳)、

50公尺蛙式第一名(陳于婷)、

50公尺蛙式第三名(張辰語)、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第一名(鄭伃

晴、陳玲葳；陳于婷、張辰語)、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一名(政余

清、陳玲葳、陳于婷、張辰語)、

13 6 3

106.01.21-106.01.22 全國北區(1)分齡游泳錦標賽 游泳 運休系

總計 38 19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