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負責人 管理人 
使用 

校隊 
績效 

體育館

三樓綜

合球場 

楊啟文 王憲文 籃、

排、

合、羽

球代表

隊 

 排球： 

  第 28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學生組女子排球第四名     

  104年第 5屆全國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社男甲組第四 

  104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男子組公開一級第二名 

  第 29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女子排球第三名 

  105年全國中正盃排球錦標賽社會女子組  第四名 

  106年大專校院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亞軍 

 石修智 

  代表國家參賽，第 19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暨 2018世 

  界資格賽) ，為國爭光，榮獲第 7名佳績。 

  入選 2018印尼雅加達亞運男子排球代表隊-銅牌 

  入選中華隊參加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張昀亮 

  入選 2017印尼雅加達亞運 

  107年全國第 39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社會男子組 第三名 

  107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男一級  季軍 

  第 30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女子排球第五名 

 籃球： 

  第 29屆木鐸盃運動競賽男子籃球第四名 

  第 30屆木鐸盃運動競賽男子籃球第四名 

 合球： 

  2017年第 10屆(弗羅玆瓦夫)世界運動會合球項目銀牌 

  107年台北市中正盃合球錦標賽 

  K隊社會組冠軍、G隊社會組季軍 

  106學年度全國大專合球錦標賽 

  公開組第一級亞軍、公開組第二級冠軍、一般組冠軍 

  108年 IKF世界沙灘合球賽(亞洲站)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K隊榮獲:大專院校組 冠軍 

  G隊榮獲:大專院校組 季軍 

  108年全國協會盃合球錦標賽 

  K隊榮獲:大專社會甲組 冠軍 

  G隊榮獲:大專社會甲組 第五名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合球錦標賽 

  公開組第一級  亞軍 

  公開組第二級  亞軍 

  一般組        亞軍 

 羽球： 

  第 29屆木鐸盃運動競賽男女混合羽球 第一名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資格賽一般組混雙賽第四名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生組羽球單打賽第五名 

 劉曦霞：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生組羽球單打賽第五名 
 

   第 30屆木鐸盃運動競賽男女混合羽球第一名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生組羽球雙打賽第 6名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混合組羽球混雙賽第 7名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資格賽 

   一般組女雙賽 第八名 

   一般組混雙賽 第二名 

   一般組男雙賽 第六名 

   一般組男單賽 十六強 

   第 31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 

體操室 楊啟文 王憲文 體操、

空手

道、跆

拳道代

表隊 

 體操：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吊環)第一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跳馬) 第一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成隊競賽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全能競賽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地板)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跳馬)第四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雙槓)第四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鞍馬)第四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單槓)第六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單槓)第七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鞍馬)第七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單槓)第八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鞍馬)第八名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平衡木)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高低槓)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地板)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單項競賽(跳馬)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個人全能競賽 

 109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地板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鞍馬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吊環第二名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 跳馬第三名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全能第二名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 跳馬第二名 

 空手道： 

 黃承鈞 



    第 28 屆啟仲盃空手道錦標賽 60 公斤級第一名 

 顏子崴 

    第 28 屆啟仲盃空手道錦標賽 84 公斤級第三名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陳肇擎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個人型第一名 

    趙元碩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五量級第四名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陳肇擎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個人型第一名 

    曾泓元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二量級 

    黃承鈞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一量級 

    孫俊宇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四量級 

    鄭繼婕公開女生組空手道對打第四量級 

 107 年度台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青年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三級 

    陳冠宇 第一名 

    曾泓元 第二名 

    青年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二級 

    黃承鈞 第二名 

    青年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五級 

    趙元碩 第二名 

    青年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一級 

    黃梓恆 第五名 

    青年女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一級 

    陳姿蒨 第二名 

    青年女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二級 

    沈婉婷 第二名  

    青年女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四 五級 

    鄭繼婕 第三名 

 跆拳道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朱芷妤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67公斤級第 7名 

    吳睿寧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62公斤級第 7名 

    黃芳萍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53公斤級第 5名 

 民俗體育競賽 

 扯鈴大專組 

    男子組團體賽   特優 

    曹和立個人賽舞臺賽男子組特優 

    郭建廷個人賽雙鈴賽男子組優等 

    曾于珊、沈君玲個人賽雙鈴賽女子組優等 

 教育部體育署 106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扯鈴大專組 

男子組團體賽特優 

    曹和立、曹名君  雙人賽男子組特優 

    曾于珊、沈君玲  雙人賽女子組優等 

    郭建廷個人賽雙鈴賽男子組特優 

    鄭湧蒼個人賽舞台賽男子組特優 

    李宗翰個人賽直立鈴賽男子組優等 

桌球室 楊啟文 王憲文 桌球 

代表隊 

 桌球 

   28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學生組 

   女子桌球第一名、男子桌球第四名 

   第 29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學生組 

   男子桌球第一名、女子桌球第三名 

   第 30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學生組 

   男子桌球第三名、女子桌球第三名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鄭乃仁、楊婕一般混合組桌球混雙賽第二名 

游泳池 楊啟文 王憲文 游泳代

表隊 

 游泳 
 108年全國大專校運運動會 
張博威 
108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1500公尺自由式第八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四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4x2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六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4x100公尺混合式接力第六名 
張家濬 
108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200公尺混合式第五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100公尺自由式第六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200公尺自由式第七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400公尺自由式第八名 
108年公開男子組-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四名 
王林芃 

108年公開女子組-個人 200公尺混合式第五名 

劉明宸 

108年公開男子組-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四名 

 109年全國大專校運運動會 
張博威 
公開男子組 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七名 
張家濬 
109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200公尺混合式第五名 
109公開男子組 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七名 
王林芃 
109年公開女子組-個人 200公尺混合式第三名 
109年公開女子組-個人 200公尺蛙式第四名 
109年公開女子組-個人 50公尺蛙式第七名 
劉明宸 
109年全民運動會-水上救生 100混合救生第三名 



109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50公尺仰式第五名 
109年公開男子組-個人 100公尺仰式第七名 
109年公開男子組 4x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七名 

田徑場 楊啟文 王憲文 田徑 

代表隊 

 田徑 

 107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公開男子組 

   吳頌亞 跳高      第三名 

   陳揚   200公尺  第五名 

   陳揚   400公尺  第七名 

   唐銘暄 李新翰 曾華民 陳揚   4X400公尺接力 第一名 

   李冠逸 陳  揚 李濰帆 朱凱顯 4X100公尺接力 第四名 

   公開女子組 

   羅子儀 5000公尺 第三名 

   趙家靚 5000公尺 第五名 

   黃靖珈 5000公尺 第六名 

   羅子儀 施香安 趙家靚 詹帛柔 4X100公尺接力 第一名 

 107年新北市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江茹晴 女子組田徑鉛球  第二名 

   鄭惠政 女子組田徑鉛球  第三名 

   江茹晴 女子組田徑鐵餅  第一名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大專男甲組 

   吳頌亞 跳高     第五名  

   陳揚   200公尺  第七名 

   陳揚   400公尺  第七名   

   唐銘暄、朱凱顯、盧承樽、李新翰 4X400公尺接力第六名 

  大專女甲組 

   江茹晴 鉛球     第一名 

   江茹晴 鐵餅     第四名   

   鄭惠政 鉛球      第二名 

   趙家靚、羅子儀、黃靖珈、施香安 4X400公尺接力第三名 

   羅子儀、施香安、趙家靚、李雨瑄 4X100公尺接力第五名 

  大專女乙組 

   李宜庭 800公尺  第二名 

   李宜庭 1500公尺 第二名  
 108年大專運校院運動會 

公開女生組 5000公尺第一名(破大會) 

公開女生組 10000公尺第一名 

一般女生組 1500公尺第一名 

一般女生組 800 公尺第二名 

公開女生組鉛球第三名 

公開女生組鉛球第四名 

公開女生組鐵餅第四名 



公開女生組 4×400公尺接力第五名 

公開男生組 4×400公尺接力第六名 

公開男生組跳高第七名 

公開男生組田徑鉛球第七名 

公開女生組田徑 10000公尺第七名 

公開女生組田徑鐵餅第八名 

團體錦標公開女子第五名 

 109年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男生組 4X400公尺接力第七名 

公開男生組鉛球第三名 

公開男生組跳高第四名 

公開女生組 4X400公尺接力第六名 

公開女生組 4X100公尺接力第六名 

公開女生組跳高第三名 

公開女生組鉛球第四名 

公開女生組鐵餅第八名 

公開女生組 10000萬公尺第八名 

公開女生組 800公尺第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