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校際競賽成績一覽表
1. 104 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104.9.10 台北田徑場
體碩 曹純玉
1500 公尺第一名(破全校暨校運女子組最高紀錄)
5000 公尺第一名(破全校暨校運女子組最高紀錄)
2. 104 年第 5 屆全國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
104.11.14-17 北港鎮立體育館
榮獲社男甲組第四名
教練:林顯丞
隊員:高呈瑋、白世旻、張閔舜、吳奕諴、許恩誌、石修智、陳三
郎、謝潭佑、張昇倫、楊子奕、林建輝、陳立偉、鄭文貴、江承
勳
3. 第 13 屆亞洲盃空手道錦標賽
104.9

日本橫濱

劉仲強 成年男子組個人對打 60kg 組 銀牌
文姿云 成年女子組個人對打 55kg 組金牌、
成年女子組團體對打銀牌
溫子萱 成年女子組團體對打 銀牌
4. 104 年第 31 屆全國中正盃合球錦標賽
104.11.16-23 新竹市立體育館
榮獲:大專社會甲組冠軍
教練:陳沁
隊員: 陳俊達、林懇、林楦旻、吳書安、張傑勝、高禎佑、陳沁、
楊宜璇、李欣恩、簡菀妘
5. 104 年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104.11.20-22 台南安平國中體育館
大專男子組
劉仲強 個人對打 60kg 級 金牌
馮澤遠 個人對打 75kg 級 銀牌
陳肇擎 個人型 銅牌
孫俊宇 個人對打 67kg 級 第四名
陳建成 個人對打 75kg 級 第四名
尤彥凱 個人對打 60kg 級 第四名
大專女子組
陳羿涵 個人對打 50kg 級 金牌
文姿云 個人對打 61kg 級 金牌
6. 2015KARATE1 世界公開賽:

104.11 日本沖繩
文姿云 女子-55 公斤級 銀牌
陳肇擎 男子個人型
第5名
7. 104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104.11.14 宜蘭羅東體育館
成隊第二名
羅玉如榮獲大專社會女子組
個人全能第一名
個人項目跳馬第一名
個人項目地板第一名
個人項目平衡木第一名
個人項目高低槓第四名
陳煜君榮獲大專社會女子組
個人全能第四名
個人項目地板第七名
個人項目平衡木第二名
個人項目高低槓第二名
李依儒榮獲大專社會女子組
個人項目跳馬第八名
8. 104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104.11.21-22 臺南大學
扯鈴大專組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組特優
梁智堯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舞臺賽男子組優等
紀詠勳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雙鈴賽男子組特優
郭建廷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直立鈴賽男子組特優
梁智堯
扯鈴大專組個人組雙人賽男子組優等
郭建廷、曹和立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單鈴賽男子組特優
曹和立
扯鈴大專組個人繞腳競速賽男子組特優
紀詠勳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舞臺賽女子組優等
鄭茹憶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雙鈴賽女子組特優
陳怡蓁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直立鈴賽女子組特優
黃珮瑜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單鈴賽女子組特優
陳儀庭
扯鈴大專組個人繞腳競速賽女子組特優
馬曉玫
扯鈴大專組團體賽女子組特優
鄭茹憶、馬曉玫、黃珮瑜、陳怡蓁、陳儀庭

103 學年度校際競賽成績一覽表
9. 103 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103.9.12 台北田徑場
體碩 曹純玉
1500 公尺第一名
5000 公尺第三名
10. 第 41 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
103.9.25-28 台中
榮獲社男組第五名
教練:林顯丞
隊員:簡顯銘、蔡銘傑、高呈瑋、白世旻、張閔舜、蔡瑋禎、吳奕
諴、許恩誌、石修智、陳三郎、游勝綸、謝潭佑
11. 2014 亞洲運動會
103.9.19-10.4 韓國仁川
體三文姿云榮獲空手道女子組 55 公斤級金牌
體三劉仲強榮獲空手道男子組 60 公斤級以下第五名
12. 103 年臺北市中正盃合球錦標賽
103.10.6-9 台北體育館
榮獲:社會大專組亞軍
教練:黃英哲
隊員:林懇、王宏齡、林君黛、楊宜璇、林雅雯、謝尚儐、陳敏夫、
成京河、王馨岑、簡佳盈、陳俊達、林楦旻、張傑勝
13. 103 學年度北商盃全國大專院校一般組桌球錦標賽
103.10.18-19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活動中心 2F
郭芝妤、楊婕榮獲女雙第一名
陳佳吟榮獲女單第三名
榮獲:女子團體組季軍
教練:吳忠誼
隊員:陳佳吟、郭芝妤、楊君玉、陳俐言、楊婕、莫涵清、吳姿燕、
林孟慧
14. 第十二屆淡大盃桌球邀請賽
103.10.25-26 淡江大學紹謨紀念體育館 7F
榮獲：女子團體組亞軍
教練：吳忠誼
隊員：陳佳吟、郭芝妤、楊君玉、林孟慧、陳俐言、楊 婕、吳
姿燕、莫涵清、吳帝葦
15. 103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103.10.23-26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羅玉如榮獲大專社會女子組
個人全能第七名
個人項目跳馬第一名
個人項目地板第二名
個人項目平衡木第二名
李依儒榮獲大專社會女子組
個人全能第八名
個人項目平衡木第八名
個人項目跳馬第八名
16. 103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103.11.09 臺南大學
扯鈴大專組競速團體男子組第一名
葉斯閔、吳哲學、王家緯、陳柏豪
扯鈴大專組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組第三名
曾智宏
扯鈴大專組個人繞腳競速賽男子組第三名
王家緯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舞臺賽女子組第一名
陳儀庭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舞臺賽男子組第三名
陳一帆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雙鈴賽女子組第一名
陳怡蓁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雙鈴賽男子組第一名
葉斯閔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直立鈴賽女子組第一名
康嘉伶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直立鈴賽男子組第一名
林子軒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單鈴賽女子組第一名
周昕儀
扯鈴大專組個人賽單鈴賽男子組第一名
郭建廷
扯鈴大專組個人組雙人賽女子組第一名
馬曉玫、黃珮瑜
扯鈴大專組個人組雙人賽男子組第一名
杜之譽、黃信輔

扯鈴大專組團體賽女子組第一名
周昕儀、馬曉玫、黃珮瑜、陳怡蓁、陳儀庭
扯鈴大專組團體賽男子組第一名
林子軒、杜之譽、黃信輔、吳哲學、陳柏豪、曾智宏、陳一帆、
郭建廷
17. 103 學年度第三十屆全國中正盃合球錦標賽
103.12.10-17 新竹市立體育館
G 隊大專社會組第一名
王馨岑、高禎佑、張傑勝、陳俊達、林懇、簡佳盈、楊宜璇、
陳沁、林雅雯
K 隊大專社會組第五名
王宏齡、吳書安、林楦旻、葉斯閔、許雅如、阮思穎、
林君黛、李欣恩、成京河
18. 第二十屆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
103.12.20-21 輔仁大學
女子雙打亞軍
郭芝妤、陳佳吟
19.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聯賽
103.12.22-26 高雄應大
男子組公開一級分組預賽亞軍
簡顯銘、蔡銘傑、蔡瑋禎、白世旻、陳三郎、謝潭佑、
張閔舜、石修智、高呈瑋、許恩誌、吳奕諴、游勝綸
20.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聯賽
103.12.27-28 彰化大葉大學
女子組一般級分組預賽冠軍
蔡孟珊、龍曼倩、陳貞伃、陳紹玟、沈映瑾、張名妤、
闕靖儒、陳璿卉、蔡佩珊、黃靖婷、汪靖芸、曹芷瑄、
黃婉鈴、董玲佩、蔡佩虹、梁萱萱
21. 第 59 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
104.2.12-2.15 高雄市
社會男子甲組亞軍
簡顯銘、蔡銘傑、蔡瑋禎、白世旻、陳三郎、謝潭佑、
張閔舜、石修智、高呈瑋、許恩誌、吳奕諴、游勝綸
22. 103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決賽
104.2.28-3.2 世新大學
女生公開組第一級第 11 名
趙韋茹、蘇加婣、林育如、黃馨平、李曉琪、洪華鍹、
林儀靜、林依婷、黃淑惠、李孟芩、許佳榕、陳雅筑、

楊雅雲、蔡宜芳、陳媛詠、官書慧
23.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104.3.13-14 臺北田徑場
曹純玉 大專女甲組 5000 公尺 第三名
黃堃儒 大專男甲組 5000 公尺 第二名
蔡維誠 大專男乙組 5000 公尺 第二名
24. 104 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104.3.17-20 板橋市運動場
男子組田徑 4x100 公尺接力第五名
呂雅勳、李祖旺、林誌陞、梁智堯
25. 104 年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北區羽球資格賽
104.3.18-31 臺北體育場
女雙銀牌 林昱廷、傅芷萱
女雙第五名 李易達、黃韵璇
26.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聯賽
104.3.21-27 清華大學
男子組公開一級決賽第六名
簡顯銘、蔡銘傑、蔡瑋禎、白世旻、陳三郎、謝潭佑、
張閔舜、石修智、高呈瑋、許恩誌、吳奕諴、游勝綸
27.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資格賽
104.3.29-31 泰山體育場
一般女子組團體銅牌
楊婕、王瑞琪、吳姿燕、陳俐言、吳帝葦、陶映蓉、郭芝妤
陳佳吟、楊君玉、林孟慧
28. 2015 第八屆弘光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104.3.28 弘光科大
高琮原 男子黑帶公開組冠軍
鍾佩璇 女子黑帶公開組冠軍
29. 104 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
104.4.9 明湖國小
馬曉玫、黃珮瑜 甲類公開女子組雙人賽扯鈴第三名
周昕儀 甲類公開女子組個人賽扯鈴第二名
郭建廷 甲類公開男子組個人賽扯鈴第二名
郭建廷、陳一帆 甲類公開男子組雙人賽扯鈴第二名
30.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聯賽
104.4.18-19 宜蘭大學
女子組一般級決賽第 15 名
蔡孟珊、龍曼倩、陳貞伃、陳紹玟、沈映瑾、張名妤、

闕靖儒、陳璿卉、蔡佩珊、黃靖婷、汪靖芸、曹芷瑄、
黃婉鈴、董玲佩、蔡佩虹、梁萱萱
31.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104.5.1-5.6 輔仁大學
項目

姓名

成績

名次

1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跳馬

羅玉如

--

1

2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平衡木

羅玉如

--

1

3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地板

羅玉如

--

1

4

一般男子組田徑 5000 公尺

蔡維誠

16:24.44

1

5

一般男子組田徑 3000 公尺障礙

蔡維誠

10:12.45

1

6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平衡木

陳煜君

--

2

7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高低槓

陳煜君

--

2

8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成隊競賽

李依儒
羅玉如
陳煜君

--

2

9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羅玉如

--

2

10

公開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

黃丞竣

00:57.37

3

11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跳馬

李依儒

--

3

12

公開女子組田徑 10000 公尺

曹純玉

38:44.49

4

13

公開女子組田徑 4x400 公尺接力

李雨瑄
方馨暐
鄭俞宣
朱庭瑩

04:20.30

4

14

公開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蝶式

黃丞竣

00:25.99

5

15

公開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蝶式

黃丞竣

02:10.68

5

16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陳煜君

--

5

17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高低槓

羅玉如

--

5

18

公開女子組跆拳道對打 49 公斤級

鍾佩璇

--

7

19

公開女子組田徑 5000 公尺

曹純玉

18:35.84

7

20

公開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吳顒佑

01:04.68

8

21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李依儒

--

8

22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地板

李依儒

--

8

23

北區資格賽羽球一般女子組雙打

林昱廷

2

傅芷萱
24

北區資格賽桌球一般女子組團體賽

大會總錦標

郭芝妤
陳佳吟

3

競賽種類(科目)錦標獎
種類

奬項

1

公開女子組競技體操

冠

軍

2

一般男子組田徑

第四名

32. 大專院校 103 學年度空手道錦標賽
104.5.8-9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公開男子組團體對打第一名
馮澤遠、嚴子堯、簡誠寬、劉仲強、陳肇擎、孫俊宇
公開男子組個人對打
嚴子堯 第五量級第一名
馮澤遠 第四量級第二名
簡誠寬 第三量級第一名
劉仲強 第二量級第一名
陳肇擎 個人形第二名
公開女子組個人對打
溫子萱 第五量級第一名
文姿云 第三量級第一名
陳羿涵 第一量級第二名
26.第 27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
104.5.19-20
教職員工組網球第三名
鐘敏華、何慧瑩、胡天玫、蔡葉榮、李水碧、蔡政杰
翁梓林、陳益祥、吳忠誼、林顯丞、黃英哲、楊忠祥
學生組羽球第五名
楊承翰、蔡秉諺、周伯謙、劉寅甫、張維哲、劉人碩
傅芷萱、林昱廷、古覃美、李易達、黃韵璇、張嘉云
學生組女子排球第四名
蔡佩珊、曹芷瑄、張名妤、黃靖婷、闕靖儒、蔡佩虹
汪靖芸、沈映瑾、黃玉旼、梁萱萱
學生組女子桌球第一名
陳佳吟、郭芝妤、楊婕、林孟慧、楊君玉、陳俐言、

吳姿燕、陶映蓉、王瑞琪
學生組男子桌球第四名
蔡博至、楊子頡、楊樂之、袁世驊、吳厚廷、張寓雲
林書賢、陳彥霖、陳令臻、李承洋
27.103 學年度全國大專合球錦標賽
104.5.16-17 本校體育館
公開組第一級亞軍
陳沁、高禎佑、葉斯閔、李駿宏、簡佳盈、王馨岑
阮思穎、楊宜璇、李欣恩、林楦旻、林懇、陳俊達
林君黛、林雅雯、張傑勝、吳書安、許雅如
公開組第二級季軍
陳靖涵、林亞彣、李曉琪、鄭竹茵、薛侑林、陳德蓉
王元礽、邱照容、余匡世、王子豪、何偉豪、江承竑
謝昀融、林家璿
28.104 年台北市青年盃合球錦標賽
104.5.18-21 台北體育館
大專社會組 G 隊冠軍
高禎佑、王宏齡、林懇、陳俊達、張傑勝、陳沁、王馨岑
楊宜璇、簡佳盈、林雅雯、成京河
大專社會組 K 隊第六名
林楦旻、吳書安、葉斯閔、王曦、李駿宏、郭敏、許雅如
林君黛、阮思穎、李欣恩
29.台北市 104 年青年盃
104.5.23-24 台北田徑場
公開男子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冠軍
蔡維誠
公開男子組跳遠決賽冠軍
謝麟祥
公開男子組 800 公尺決賽亞軍
李祖旺
公開男子組 4x100 公尺接力第四名
呂雅勳、李祖旺、梁智堯、林亞衛
公開男子組 4x100 公尺接力第四名
蔡維誠、李祖旺、呂雅勳、謝麟祥
30.2015 年第十屆體健盃國際嘉年華暨第二屆亞洲盃扯鈴錦標賽
104.5.23-24 大直國小
國際公開團體舞台賽第三名
周昕儀、陳儀庭、陳怡蓁、陳一帆、林子軒、葉斯閔、郭建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