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運動會競賽名單_各單項
男子200公尺(共62名分8組)
第 1 組
111 張傑翔 (多媒一１)

174 蔡承鑫 (日語一１)

156 王禹智 (資工一甲)

035 陳弘邦 (財稅一２)

065 張朝傑 (企管三甲)

002 高冠全 (老服一１)

059 吳丞軒 (應統一１)

137 李易恩 (資管一１)

第

2

組

113 宋家瑋 (室設三１)

161 黃大鈞 (資工一甲)

036 陳勝騰 (財金二１)

147 何忠樺 (資管三甲)

006 劉威廷 (護理一１)

067 舒克豪 (企管三甲)

176 藍政傑 (日語一１)

061 尤偉勳 (應統一１)

第

3

組

186 陳祈宏 (日語二甲)

162 葉宗弦 (資工一甲)

039 張兆瑋 (財金一１)

143 黃冠誌 (資管五甲)

008 王啟宏 (護理二甲)

077 王泓閔 (企管二甲)

124 林佑丞 (流管三１)

085 黃奕翔 (企管二乙)

第

4

組

123 游志品 (流管四１)

152 楊宇翔 (資工二甲)

044 游志勝 (國貿四１)

150 張文德 (資應菁英班一甲)
181 黃建國 (日語三甲)

081 吳晉承 (企管二甲)

011 鄭廷升 (休閒三１)

第

5

086 劉冠慶 (企管二乙)

組

049 陳承嘉 (國貿一２)

013 林宗毅 (休閒二１)

089 潘柏宏 (企管一甲)

142 陳繹仁 (資管五甲)

189 王唯名 (商經三Ａ)

167 陳品碩 (應中一１)

073 曾如誠 (企管三乙)

129 陳子恩 (資工二１)

第

6

組

046 郭勝法 (國貿一１)

021 楊民敬 (保金一２)

092 徐于洋 (企管一甲)

144 張齊紘 (資管五甲)

190 孫至輝 (商經三Ａ)

170 林竣義 (應中一１)

076 陳柏勳 (企管三乙)

133 洪紹軒 (資工一２)

第

7

組

018 張承豪 (保金一１)

051 王宏益 (會資三１)

094 林冠宇 (企管一乙)

149 陳亮均 (資應菁英班二甲)
104 施詠霖 (會資一乙)

132 王乃俊 (資工一２)

171 洪昕凱 (應中一１)

全校運動會競賽名單_各單項
第

8

組

134 王俊懿 (資管三Ａ)

110 吳承憲 (多媒一１)

154 楊宗諺 (資工二甲)

031 葉哲瑋 (財稅一１)

099 范祐瑄 (企管一乙)

175 徐韋程 (日語一１)

054 江張承恩 (會資一１)

男子1500公尺(共44名分3組)
第 1 組
168 洪浩鈞 (應中一１)

089 潘柏宏 (企管一甲)

064 辛俊毅 (企管三甲)

148 賴楷衡 (資管三甲)

097 謝佳勳 (企管一乙)

037 許勝祁 (財金一１)

003 許旭銓 (老服一１)

174 蔡承鑫 (日語一１)

074 程暐翔 (企管三乙)

184 洪瑞成 (日語二甲)

107 楊竣丞 (多媒一１)

053 陳品融 (會資三２)

135 陳涵文 (資管三Ａ)

121 郭孟哲 (品設科菁英班三甲)
020 羅德寶 (保金一１)

第

2

組

091 吳思宏 (企管一甲)

157 吳翊玄 (資工一甲)

080 簡靖祐 (企管二甲)

010 劉家華 (護理一乙)

101 藍士翔 (企管一乙)

183 黃子陽 (日語三甲)

041 張宸豪 (財金一１)

030 陳義龍 (財稅一１)

169 林泓立 (應中一１)

125 陳彥志 (流管三１)

082 吳建辰 (企管二乙)

109 蔡秉宏 (多媒一１)

057 李政億 (會資一２)

138 李韋宏 (資管一１)

177 蕭奕霆 (英語一１)

023 花誠翼 (保金一２)

081 吳晉承 (企管二甲)

151 程駿樺 (資應菁英班一甲)
063 王首程 (企管三甲)

164 林辰洋 (資工一甲)

033 李旻軒 (財稅一２)

048 曾飛 (國貿一１)

070 王元富 (企管三乙)

115 黃柏錦 (室設一１)

084 陳邑昕 (企管二乙)

133 洪紹軒 (資工一２)

102 陳品翰 (保金一甲)

178 李榮栓 (英語一１)

第

3

組

176 藍政傑 (日語一１)

男子跳高(共51名)
131 吳東耀 (資工一１)

130 郭育綸 (資工一１)

140 邱定南 (資管一１)

141 黃瀚緯 (資管一１)

029 李心睿 (財稅一１)

114 林祐君 (室設一１)

112 陳緯騰 (多媒一１)

022 張御昊 (保金一２)

108 鄒嘉威 (多媒一１)

175 徐韋程 (日語一１)

167 陳品碩 (應中一１)

174 蔡承鑫 (日語一１)

173 鄭雨杭 (應中一１)

043 李浩宇 (財金一２)

040 黃暉鈞 (財金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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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吳誌瑋 (財稅一２)

058 葉宸豪 (應統四１)

005 王辰瑋 (護理三２)

117 李根廣 (商設二１)

118 林育至 (商設二１)

119 高稚喬 (商設二１)

120 溫日緯 (商設二１)

004 沈重光 (老服一１)

060 詹子朋 (應統一１)

059 吳丞軒 (應統一１)

090 羅至佑 (企管一甲)

083 張致榮 (企管二乙)

082 吳建辰 (企管二乙)

100 曹宏郡 (企管一乙)

148 賴楷衡 (資管三甲)

098 鍾立綸 (企管一乙)

047 曾泯瑞 (國貿一１)

050 金田 健吾 (國貿一２)

054 江張承恩 (會資一１)

056 黃泓喻 (會資一１)

017 江哲志 (保金一１)

126 王紹安 (流管二１)

068 董鎮愷 (企管三甲)

146 邱啟仲 (資管三甲)

066 曾祥堡 (企管三甲)

163 吳俊賢 (資工一甲)

080 簡靖祐 (企管二甲)

078 吳凱丞 (企管二甲)

122 鄭毅誠 (品設科菁英班三甲)
075 韓凱翔 (企管三乙)

072 許維恩 (企管三乙)

153 鄭凱擇 (資工二甲)

062 李宏澤 (企管五乙)

188 蕭禎祐 (英語三甲)

187 蕭楷岳 (日語二甲)

180 蔡朋祐 (日語三甲)

185 梁智硯 (日語二甲)

103 張承杰 (國貿二甲)

158 李耕宇 (資工一甲)

188 蕭禎祐 (英語三甲)

145 蔡和晉 (資管四甲)

155 劉宥均 (資工二甲)

182 蔡和成 (日語三甲)

071 江昱賢 (企管三乙)

079 陳重嘉 (企管二甲)

077 王泓閔 (企管二甲)

159 陳宥錡 (資工一甲)

160 陳彥霖 (資工一甲)

065 張朝傑 (企管三甲)

069 劉展益 (企管三甲)

070 王元富 (企管三乙)

127 葉瀚翔 (流管二１)

128 李昆憲 (資工二１)

105 楊高明 (多媒二１)

019 廖承翰 (保金一１)

055 蔡欣翰 (會資一１)

095 張遠非 (企管一乙)

096 廖鎧霆 (企管一乙)

093 詹辰勳 (企管一甲)

009 黃若軒 (護理一甲)

147 何忠樺 (資管三甲)

136 呂哲嶙 (資管三Ａ)

087 廖煦仁 (企管二乙)

088 吳廷睿 (企管二乙)

165 柯振昇 (資工一乙)

004 沈重光 (老服一１)

014 廖柏瑄 (企管三１)

015 陳宏 (企管三１)

120 溫日緯 (商設二１)

001 陳品銓 (老服三１)

045 江宗勳 (國貿三２)

012 司敬恩 (休閒二１)

026 王柳凡 (財稅三１)

027 王達云 (財稅三２)

025 陳宇煌 (財稅三１)

038 吳家呈 (財金一１)

042 王傳硯 (財金一２)

172 陳欣佑 (應中一１)

007 賴建均 (護理一１)

174 蔡承鑫 (日語一１)

052 陳銘恩 (會資三２)

166 胡淮翔 (應中一１)

175 徐韋程 (日語一１)

106 戴浩政 (多媒一１)

男子跳遠(共5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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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羅弘諺 (保金一２)

116 魯向前 (室設一１)

016 許承恩 (企管一１)

028 謝明樺 (財稅一１)

032 李冠賢 (財稅一２)

033 李旻軒 (財稅一２)

139 李嘉祁 (資管一１)

130 郭育綸 (資工一１)

132 王乃俊 (資工一２)

178 李榮栓 (英語一１)

179 張杰倫 (英語一１)

女子100公尺(共68名分9組)
第 1 組
164 柯竹芸 (品設科菁英班二甲)
001 陳雯萱 (老服一１)

136 施懿珊 (企管一乙)

021 劉宸妡 (護理二甲)

193 陳莛樺 (資工一乙)

066 鄧金英 (財金一２)

103 顧羽瑄 (企管三乙)

216 劉思汶 (英語一１)

第

2

組

086 朱宸慧 (企管四乙)

224 李筱琪 (日語二甲)

107 李姍妮 (企管二甲)

027 王冠晴 (護理一乙)

194 蘇姵予 (資工一乙)

011 洪瑄鍏 (美容一１)

071 陳家齊 (國貿一１)

165 吳宛庭 (流管四Ａ)

第

3

組

068 林湘津 (國貿三２)

095 莊佩琳 (企管三甲)

013 廖妍玗 (美容一１)

197 林蔚淇 (應中一１)

112 賴彩真 (企管二甲)

033 傅鈺嘉 (休閒三１)

222 蔡亦晴 (日語二甲)

166 李俐潔 (流管三１)

第

4

組

113 王冠婷 (企管二乙)

201 黃郁姍 (應中一１)

217 黃詣中 (日語三甲)

014 王璟禕 (護理一１)

123 陳千惠 (企管一甲)

070 黃翊寧 (國貿一１)

040 田淯淨 (企管一１)

170 許孟蘋 (資管三１)

第

5

組

173 楊承芳 (資管二１)

117 劉懿萱 (企管二乙)

047 黃巧慈 (保金一２)

141 鍾沛珊 (國貿五甲)

016 江紋甄 (護理一３)

205 王宥婕 (日語一１)

074 謝沛倚 (國貿一２)

227 楊佩瑜 (商經三Ａ)

第

6

組

044 鄭雅忻 (保金一１)

077 周瑋婷 (會資二２)

017 黃文潔 (護理一３)

180 江宜珊 (資應菁英班五甲)
101 陳冠均 (企管三乙)

144 吳若筠 (會資三乙)

208 陳筱詩 (日語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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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組

083 蔡侑伶 (會資一２)

211 王彤宥 (日語一１)

185 張庭瑋 (資應菁英班二甲)

028 吳佳蓁 (護理一乙)

053 趙玉婕 (財稅一１)

094 徐裴琳 (企管三甲)

085 葉晨妍 (應統一１)

210 周昀臻 (日語一１)

124 賴敬樺 (企管一甲)

030 蔡昀倪 (護理一乙)

057 林宜靜 (財稅一２)

181 徐巧倫 (資應菁英班五甲)

214 鄭宥宥 (英語一１)

059 何珮慈 (財金一１)

129 江婉瑄 (企管一乙)

018 申沛芩 (護理二甲)

188 陳俞均 (資工一甲)

161 李喻庭 (室設一１)

152 何宥萱 (多媒一１)

第

8

組

146 謝宛臻 (多媒一１)

第

9

組

084 陳素卉 (應統一１)

女子800公尺(共59名分4組)
第 1 組
127 詹茹鈁 (企管一甲)

202 李芷箐 (應中一１)

014 王璟禕 (護理一１)

163 黃柔葳 (品設科菁英班三甲)
024 李容嫚 (護理二乙)

221 楊惠文 (日語三甲)

064 石旻昕 (財金一２)

093 林宜嫈 (企管三甲)

189 彭長晞 (資工一甲)

178 王子瑜 (資應菁英班五甲)
001 陳雯萱 (老服一１)

118 蔡宛臻 (企管二乙)

153 吳譿欣 (多媒一１)

082 李凱心 (會資一１)

041 江宥蓉 (保金一１)

055 吳語淅 (財稅一１)

130 林采萱 (企管一乙)

186 王悅淳 (資工一甲)

019 柯心平 (護理二甲)

032 陳群茵 (護理一乙)

225 古文綺 (日語二甲)

105 王心茹 (企管二甲)

179 江糖晴 (資應菁英班五甲)
206 呂紀綾 (日語一１)

008 郭韻甄 (美容三Ｂ)

072 張巧旻 (國貿一２)

099 徐翔 (企管三乙)

168 陳奕蓁 (流管三１)

087 傅旻鈺 (企管四乙)

147 張育甄 (多媒一１)

183 沈育荃 (資管三甲)

012 陳佩汝 (美容一１)

195 張若綺 (應中二１)

020 黃詠萱 (護理二甲)

022 林京君 (護理二甲)

125 謝思葳 (企管一甲)

133 曾曉瑜 (企管一乙)

056 張夢芮 (財稅一２)

213 鍾思畇 (日語一１)

第

第

2

3

組

組

英班二甲)

英班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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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馬宜菁 (企管三乙)

067 彭安瑜 (國貿四２)

143 黃品珮 (會資三甲)

160 薛佳瑩 (室設二１)

172 李怡婷 (資管二１)

228 蕭以青 (商經三Ａ)

015 羅慈妙 (護理一２)

106 王筱云 (企管二甲)

063 張琇婷 (財金一１)

029 陳慧瑩 (護理一乙)

198 張雯琴 (應中一１)

090 王湘鈞 (企管三甲)

184 廖翊臻 (資應菁英班三甲)
046 邱馨瑩 (保金一２)

157 張芮綺 (室設二１)

115 游貽偵 (企管二乙)

078 石伊均 (會資一１)

145 張芳婕 (會資二甲)

215 許喻婷 (英語一１)

171 曾欣屏 (資管二１)

第

4

組

女子跳高(共47名)
006 翁瑞盈 (美容三Ａ)

007 黃迺筑 (美容三Ａ)

081 陳紫婕 (會資一１)

079 林怡萱 (會資一１)

073 簡月玲 (國貿一２)

042 邱妤錚 (保金一１)

045 林雅淇 (保金一２)

132 許芸榕 (企管一乙)

135 吳宜洳 (企管一乙)

128 劉慧香 (企管一甲)

121 江采璇 (企管一甲)

139 張聿榛 (保金一甲)

223 錢雅君 (日語二甲)

187 張庭瑄 (資工一甲)

092 易軒妤 (企管三甲)

190 黃家沛 (資工一甲)

218 張宜軒 (日語三甲)

219 王怜雅 (日語三甲)

116 黃名汝 (企管二乙)

114 何昀庭 (企管二乙)

111 陳柔安 (企管二甲)

110 張嘉庭 (企管二甲)

098 紀惠媗 (企管三乙)

102 蔡婕伃 (企管三乙)

096 陳儀芬 (企管三甲)

175 翁愷琪 (資管一１)

148 陳姿靜 (多媒一１)

150 林杏儒 (多媒一１)

162 曾若華 (室設一１)

199 林于庭 (應中一１)

200 高凡馥 (應中一１)

209 蕭湘潔 (日語一１)

212 張家馨 (日語一１)

207 姚心恩 (日語一１)

061 梁連佳 (財金一１)

065 蔡旻芩 (財金一２)

167 張語庭 (流管三１)

177 黃千芳 (資管所研二)

155 龎子薇 (室設三１)

002 黃砅苙 (老服一１)

052 李羿霈 (財稅二１)

039 蔡琬渝 (企管二１)

051 徐子喬 (財稅二１)

038 謝依凌 (企管二１)

049 賴佳欣 (財稅四１)

034 洪子婕 (休閒二１)

009 方子培 (美容三１)

女子跳遠(共58名)
035 古馨評 (休閒二１)

036 林芳羽 (休閒二１)

076 謝芯宜 (會資四２)

037 梁筱靖 (企管四１)

154 吳悅禎 (室設四１)

003 干沛歆 (老服一１)

156 鄭翊君 (室設三１)

050 黃念慈 (財稅三１)

069 徐育瑄 (國貿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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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鄧淨文 (財金一１)

060 張孟蕙 (財金一１)

203 陳佩雲 (應中一１)

205 王宥婕 (日語一１)

196 周欣儀 (應中一１)

054 蕭臻璟 (財稅一１)

174 林鈺雯 (資管一１)

149 林聿葶 (多媒一１)

151 譚湘珆 (多媒一１)

048 鄭郁璇 (保金一２)

176 張馨方 (資管一１)

058 莊閔琪 (財稅一２)

204 王冠之 (日語一１)

169 廖于涵 (流管一１)

023 陳昀蓁 (護理二甲)

097 何思嫺 (企管三乙)

109 張鈞眉 (企管二甲)

108 張芮慈 (企管二甲)

104 林詩穎 (企管三乙)

220 陳琳 (日語三甲)

089 廖懷恩 (企管四乙)

142 黃小菁 (國貿二甲)

088 黃雪鳳 (企管四乙)

191 謝沛珊 (資工一甲)

192 陳宇萱 (資工一甲)

091 王裴翎 (企管三甲)

095 莊佩琳 (企管三甲)

226 廖子茹 (日語二甲)

137 林佩瑩 (保金三甲)

140 陳瑾萱 (保金一甲)

026 陳品彤 (護理一甲)

138 林鈺涵 (保金一甲)

122 張芳嘉 (企管一甲)

126 胡善閔 (企管一甲)

025 徐瑋彤 (護理一甲)

119 徐婕茹 (企管二乙)

120 陳以婕 (企管二乙)

134 鄒紫涓 (企管一乙)

131 張書榕 (企管一乙)

182 陳立蓉 (資應菁英班四甲)
043 廖紋緯 (保金一１)

010 林珈伃 (美容二１)

080 張巧茹 (會資一１)

075 張雅雯 (國貿一２)

031 何欣蓉 (護理一乙)

159 黃瑜棻 (室設二１)

158 王紫姍 (室設二１)

004 林幸誼 (美容四Ｂ)

005 黃雯嬣 (美容四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