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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湯 明 哲 

 

副會長 

許光宏、楊智偉 

 
 

籌 備 委 員 

主任委員：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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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正申 崔博翔 張文宏 張雅如 張睿達 

          張賢宗 張耀仁 許光宏 陳仁暉 陳文誌 

          陳美伶 陳英淙 陳敬勳 黃崇旂 黃耀祥 

          楊智偉 楊賢鴻 詹錦宏 黃崇興 廖耕億  

          劉妍秀 賴朝松 賴瑞陽 謝明儒 譚賢明 

 

 

審 判 委 員 

召 集 人：劉妍秀 

委    員：李德仁、詹智能、彭馨潁、鄭景文、 

          蘇懋坤、唐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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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職 員 
 

總 幹 事：劉妍秀 

競 賽 組 長：唐嘉佑 

   組        員：李婷君 

場地器材組長：彭馨潁 

裁 判 組 長：詹智能 

檢 錄 組 長：鄭景文 

副   組   長：吳承恩 

   紀 錄 組 長：蘇懋坤 

   副   組   長：謝明蕙 

獎 品 組 長：李德仁 

   防   護   站：陳柏村 

活 動 組 長：何金龍 

組        員：黃美齡、張雅惠 

典 禮 組 長：林華杉 

組 員：朱展龍、林靜宜 

文 宣 組 長：王埄彬 

總 務 組 長：黃麗庭 

組 員：黃邑昇、陳耿志、李昭然、陳加翰 

              曾文甫、黃瀚霄、黃倢宏 

       營  繕 組 長：蘇柏亙 

警 衛 組 長：陳文堯 

醫 務 組 長：蔡秀欣 

組 員：魏真真、蔡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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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裁判名單 
 

會 場 管 理：劉妍秀 

田徑賽裁判長：王國慧 

檢 錄 組 長：林宜璋 

檢 錄 員：徐慧音、范詠喬 

計時、終點組長：郭千卉 

服   務    員：江紫維、彭承楷、林佳靜、徐采歆、張馨予 

計 時 裁 判：王  雲、邱冠華、何乾德、張育丞、葉清華 

終 點 裁 判：盧浩華、江潔欣、沈育霆、簡詠媜、沈郁森 

       服   務    員：蔡承芳、王怡晴、高瑜榕 

發 令 裁 判：謝梓揚、鄭凱倫 

       服    務   員：向璟淳、蔡晨瑜 

起點、檢查組長：李浩偉 

檢 察 裁 判：戴僑亨、陳駿霖 

   服    務   員：鍾凱茜、林子宸、石冠禮、黃晨炫 

跳 部 組 長：鄧培昕 

跳 部 裁 判：向嘉莉、陳姿穎 

   服    務   員：顏均慈、高胤宸 

紀 錄 組 長：蘇懋坤 

   服    務   員：阮家恩、陳品堯、黃卉槿，林可婕、林菀儀 

                  王詠琪、徐承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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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程序  

一、 開幕典禮程序 

(一) 典禮開始（奏樂） 

(二) 主席就位 

(三) 唱國歌 

(四) 頒獎 

(五) 主席致詞 

(六) 來賓致詞 

(七) 運動員宣誓 

(八) 禮成（奏樂） 

 
 

 

二、 閉幕典禮程序 

(一) 典禮開始（奏樂） 

(二) 主席就位 

(三) 唱校歌 

(四) 頒獎（競賽總錦標、精神總錦標） 

(五) 主席致詞 

(六) 禮成（奏樂） 

 

三、 運動員宣誓誓詞 

余等誓以校訓勤勞樸實及運動員的精神，參加本校 111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各項競賽，願恪遵大會一切規章，並服從裁判之判決。 

 

  謹     誓 

 

 

                                               宣誓代表：王瀚德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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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相關規定  

一、 開、閉幕典禮須知 
 

(一) 各單位領隊、職員及運動員，均應遵守本須知各項規定。 

(二) 各單位領隊（導師）及運動員（所有同學）均須參加開、閉幕典禮。 

(三) 各單位（系、班）服裝自行規定，力求整齊一致。 

(四) 集合時間及地點： 

1.開幕典禮：集合時間 11 月 05 日上午八時，各單位（系、班）到田

徑場中央指定位置集合點名。開幕式上午八時三十分正

式開始。 

2.閉幕典禮：11 月 05 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單位（系、班）先在看台位

置集合，等賽程全部結束後，聽大會廣播各單位再依開

幕典禮隊形，在田徑場司令台前集合。 

(五)宣誓：大會推派代表跑步出列至宣誓台前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宣誓

代表高舉右手朗誦誓詞，宣誓完畢後歸隊。 

(六)受獎人於頒獎前由第一人發敬禮口令，行舉手禮。 

(七)雨天時，開、閉幕典禮移至活動中心三樓體育館舉行外，其他項目 

比賽照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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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動員須知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除應遵守競賽規則之規定外，並應注意本須知之 

各項規定： 

(一) 運動員應遵守比賽時間準時出場，不得藉故遲到或棄權。 

(二) 號碼布應以別針別於胸前運動衣上，不得佩掛於其他部位；不按規定  

之佩掛號碼布者，一律不准參加比賽。 

(三) 各項運動比賽時間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更改比賽時間， 

以大會報告為準。 

(四) 每個項目開始比賽之前二十分鐘，由報告員作預備之報告（十五分鐘 

前再作開始點名之報告），點名不到者取消比賽資格。 

(五) 運動員經點名後靜候檢錄員率隊入場，不得凌亂，非與賽人員不得隨

隊進場，運動員於比賽結束後應即離場，以維持秩序。 

(六) 如某運動員所參加徑賽與田賽兩個項目同時舉行時，應向裁判長請

假，先參加徑賽再補行田賽。 

(七) 徑賽比賽時，不論距離之長短，均不得有人陪跑，否則立刻取消該比

賽運動員參賽權或成績。 

(八) 啦啦隊或隊員須在指定位置加油，不得進入各項運動場地。 

(九) 大隊接力禁止穿釘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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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場地配置圖 
 

 
 

校園路跑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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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運動代表隊職員選手名單 

教職員工組 

 

醫學院   領隊：楊智偉   管理：蔡蕙如 

工學院   領隊：賴朝松    管理：林皓儀 

管理學院  領隊：詹錦宏   管理：許惠玲 

通識中心  領隊：陳英淙   管理：曹素婉 

行政類組  領隊：沈明雄   管理：蔡佳敏 

校友總會    領隊：李立昂   管理：林欣慧 

學 生 組 
 

醫學系  領隊：謝明儒  聯絡人：楊竣宇 

男子組：共 6 人  （001-006） 

001 林家維   002 吳竑霆   003 王瀚德   004 邱顯鈞 

005 吳重佑   006 林禹橋    

女子組：共 6 人  （007-012） 

     007 陳羽捷   008 陳昱潔   009 劉珊珊   010 李弈璇   

011 魏于喬   012 程毓婷     
 

護理系  領隊：陳美伶  聯絡人：戴禕 

    女子組：共 8 人  （013-020） 

013 黃婉庭   014 賴華濃   015 林庭榆   016 郭人維 

017 黃宜蓁   018 林怡君   019 陳冠諠   020 蔣昀宸 

 

中醫系  領隊：楊賢鴻  聯絡人：王致中 

    男子組：共 5 人   （021-025） 

   021 陳英吉   022 藍培誠   023 鄭德丞   024 康鈞弼   025 陳冠儒 

 女子組：共 5 人   （026-030） 

026 林慕恩   027 廖盈嘉   028 張雅涵   029 許昕怡   030 吳曼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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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聯  領隊：鄭智修、李冠逸  聯絡人：吳君蕙、蔡心恬 

    男子組：共 8 人   （031-038） 

031 陳泓崴   032 吳秉霖   033 李柏廷   034 廖鈞嘉 

035 張竣翔   036 盧梓匡   037 王靖森   038 陳子樂 

    女子組：共 13 人   （039-051） 

039 黃貫恩   040 林芯頤   041 魏孜芸   042 謝佩妏 

043 盛鈺     044 吳佳樺   045 鄒彤     046 曾玟綺 

047 張芷菱   048 李樂琦   049 華宜柔   050 李宜蒨 

051 王慎禧 

 

醫技聯  領隊：沈家瑞、黃耀祥  聯絡人：何宛霖、廖昱閎 

     男子組：共 4 人   (052-055） 

          052 沈益宏   053 黃泰禎   054 馮俊杰   055 黃宥勛    

     女子組：共 4 人  （056-059） 

056 張佑箐   057 潘雅玲   058 侯柔安   059 陳筱涵    

  

    生醫系  領隊：譚賢明  聯絡人：曾稚凱 

     男子組：共 6 人   （060-065） 

060 張廷宇   061 鄭棨陽   062 陳竑元   063 曾稚凱    

064 余秉諺   065 楊期富    

     女子組：共 1 人   (066） 

066 高煒筑    

 

呼治系  領隊：黃崇旂  聯絡人：許芯寧 

     男子組：共 1 人   （067） 

067 謝文昊    

    女子組：共 6 人   （068-073） 

068 彭詒捷   069 辛采育   070 戴逸晴   071 高瑜榕    

072 曹允薰   073 方奕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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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  領隊：張睿達  聯絡人：管琮宇 

    男子組：共 9 人   (074-082） 

074 盧羿銨   075 羅子翔   076 姜秉翰   077 林詠勛   078 孫思源 

079 呂明軒   080 陳楓樺   081 黃庭浩   082 彭敬竣 

    

機械系  領隊：張耀仁  聯絡人：鄭岳倫 

    女子組：共 2 人 （083-084） 

083 紀葳妮   084 程筠婷 

 

 化材系  領隊：邱方遒  聯絡人：陳冠綸 

    男子組：共 4 人   （085-088） 

085 張致愷   086 謝皓安   087 陽淳竣   088 沈仕安 

    女子組：共 2 人   （089-090) 

089 鍾名思   090 吳若謙    

 

電機系  領隊：林炆標  聯絡人：陳韋丞 

    男子組：共 6 人   （091-096） 

091 吳易軒   092 梁哲源   093 張恩誠   094 呂承恩    

095 洪毓衡   096 賴柏宇 

    女子組：共 1 人   （097） 

097 蘇雨晴    

 

資工系  領隊：陳仁暉  聯絡人：歐靜嬡 

    男子組：共 1 人   （098） 

098 林庭毅 

    女子組：共 5 人   （099-103） 

099 蔡佳琪   100 鄭芷庭   101 鄧昀昀   102 梁有辰   103 簡鈺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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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系  領隊：邱月暇  聯絡人：張芮瑄 

    男子組：共 1 人  （104） 

104 陳瑋圻    

女子組：共 5 人   （105-109） 

105 范芷菱   106 張芊婷   107 陳軒伶   108 洪宇汶   109 謝宜芸 

 

資管系  領隊：廖耕億  聯絡人：吳子安 

    男子組：共 6 人  （110-115） 

110 鄧梓廷   111 黃韋綸   112 吳承瑋   113 林聖致    

114 曾晨     115 陳澤清 

 

    女子組：共 7 人  （116-122） 

116 吳子安   117 張子怡   118 陳亭安   119 羅珮紜    

120 林韋伶   121 黃芊溦   122 林靖諭    

 

工設系  領隊：陳文誌  聯絡人：葉時夆 

工商系  領隊：黃崇興  聯絡人：邱璿紜 

    男子組：共 3 人   （123-125） 

123 蔡元霖   124 李柏煒   125 劉承翰       

    女子組：共 5 人   （126） 

126 連育葦 

 

光電所    領隊：楊家銘  聯絡人：何志擎 

    男子組：共 1 人   （127） 

          127 何志擎 

 

AI 學程  領隊：張賢宗  聯絡人：趙君熙 

醫工系    領隊：賴瑞陽   聯絡人：尹沐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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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賽  規  程  

一、 宗旨︰為提倡師生運動風氣，鍛練強健體魄，促進彼此情誼。 

二、 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 30 分起。 

四、 比賽地點︰本校運動場。 

五、 比賽分組： 

(一)學生組：以系為單位包括研究生。 

男子組：醫學系、護理系、中醫系、醫技聯（醫技、醫放系）、生醫系 

復健聯(物治、職治系)、呼吸治療系、電機系、電子系 

機械系、化材系、資工聯（資工系、AI 人工智慧學程）、工商系、

工設系、資管系、醫管系、醫工系。 

女子組：醫學系、護理系、中醫系、醫技聯（醫技、醫放系）、生醫系 

復健聯(物治、職治系)、呼吸治療系、電機系、電子系、機械系、 

化材系、資工聯（資工系、AI 人工智慧學程）、工商系、工設系、 

資管系、醫管系、醫工系。 

(二)教職員工組：醫學院暨基礎醫學、工學院、管理學院、通識中心、 

  行政類、校友總會。 

六、 參加資格︰凡本校教職員工及本學期已註冊之博碩士研究生、大學生 

均可參加。 

七、 報名辦法︰ 

請各系聯絡人（系學會活動組）至體育室網頁下載「長庚大學 111 學年度全校運

動會競賽報名表」，網址https://reurl.cc/GEypxG，填好報名表後用電子郵件寄回，並將

報名表列印一份，經系主任簽名並蓋系章確認後，送至體育室競賽組備存（紙本與電

子檔皆需繳交），請務必自存各參賽項目選手名單備份，如有任何問題，請洽體育室競

賽組唐嘉佑老師（分機: 2112）。 

報名網頁：https://reurl.cc/4pYOzj 

或由學校首頁→行政單位→體育室→全校運動會 

報名郵件地址：sports@mail.cgu.edu.tw 

八、報名日期︰111 年 9 月 29 日（四）至 10 月 12 日（三）下午 17:00 時止。 

https://reurl.cc/GEypxG
https://reurl.cc/4pYOzj
mailto:sports@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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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競賽項目： 

（一）校園路跑： 

    競賽組：(需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EexoE2dsXYufLrhr8 

1、學生男子組 

2、學生女子組 

3、教職員工男子組 

4、教職員工女子組 

休閒組：不須報名 

（二）田徑賽項目： 

A·田賽 

1.學生男子組：(1)跳遠  

2.學生女子組：(1)跳遠  

B·徑賽 

1.學生男子組：(1)100M (2)200M (3) 400M (4)1500M (5)4*100M 接力 

2.學生女子組：(1)100M (2)200M (3) 800M (4)4*100M 接力 

（三）大隊接力項目： 

1.學生男子組：20*100M 

2.學生女子組：20*100M 

3.教職員工男女混合組：12*100M 

十、比賽辦法如下： 

1、報名以系為單位。 

2、個人項目每系每項最多報名 6 人，每人最多二項。（不含大隊接力） 

3、男、女組大隊接力每隊 20 人，每人 100 公尺。 

4、每項競賽報名人數少於五人（隊）取消此項比賽。 

5、教職員工組大隊接力採男女混合組隊，每隊 12 人，8 男 4 女，每人跑 100 公尺， 

   男生棒次為 1、2、3、6、7、8、11、12 棒，女生棒次為 4、5、9、10 棒。 

6、學生組：大隊接力前三名頒給錦旗一面，田徑項目前三名及校園路跑前六名頒給獎

牌一面。 

7、教職員組：校園路跑前三名頒給獎牌一面，大隊接力前三名頒給錦旗一面。 

8、參加大隊接力項目之運動員禁止穿著釘鞋或赤腳下場比賽，其餘項目不限。 

9、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https://forms.gle/EexoE2dsXYufLrh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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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競賽總錦標 

1、以各系為單位計分。 

2、校長盃冠軍十四分、亞軍十分、季軍八分、殿軍六分。 

3、田徑團體項目冠軍十四分、亞軍十分、季軍八分、殿軍六分。 

4、個人田徑項目冠軍七分、亞軍五分、季軍四分、殿軍三分。 

5、校園路跑冠軍七分、亞軍五分、季軍四分、殿軍三分、第五名二分、 

   第六名一分。 

十二、精神總錦標 

1. 為鼓勵全校師生能積極參與校運活動，評審項目為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出席率及參賽

率，以院為單位，合計分數，總分最高之院獲得獎項。 

2. 得獎之院獲頒錦旗乙面。 

3. 評分項目包括如下： 

A. 各院學生參加各項競賽之總隊數（參賽率）及當日之出席率（開幕）。本項評分

佔總分之 70％（競賽 50％及出席 20％）。 

B. 各院教職員參與進場評分及路跑之人數比率（通識中心老師擔任導師者，併入

該院核算）。本項評分佔總分之 20％。 

C. 各院教職員參加大隊接力競賽之隊伍數，本項評分佔總分之 10％。 

十三、申訴 

1、比賽時之爭議，應於各項比賽開始前提出，或在該比賽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由領

隊或教練簽章，並繳保證金五百元向大會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金退還，否則予

以沒收。 

2、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四、獎懲 

學生組田徑賽取前三名，路跑取前六名頒發獎牌，大隊接力則取前三名頒發錦旗。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資格不符，有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等情事，經查明屬

實者，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獲得之名次。 

十五、領隊會議：定於 111 年 11 月 0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假體育館 2F 體育室會 

      議室(操場司令台後方)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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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賽 時 間 表 

徑賽時間 
 

1. 校園路跑競賽組………………………………..……….……09：15 

2. 校園路跑休閒組………………………………..……….……09：17 

3. 創意啦啦舞…………………………..……...…………..……10：20 

4. 學生女子組 100 公尺計時決賽………………...……...….....12：40 

5. 學生男子組 100 公尺計時決賽…………………….....….….12：50 

6. 學生女子組 800 公尺決賽………………..….....……...….....13：05 

7. 學生男子組 400 公尺決賽………………... ... ........….....…..13：15 

8. 學生女子組 200 公尺決賽………………………...…..….….13：30 

9. 學生男子組 200 公尺計時決賽……………………...………13：35 

10. 學生男子組 1500 公尺決賽…………………….....................13：45 

11. 學生女子組 4×100 公尺接力計時決賽……………………...14：00 

12. 學生男子組 4×100 公尺接力計時決賽……………….……..14：15 

13. 教職員工組暨校友總會大隊接力決賽……………………...14：30 

14. 學生女子組大隊接力計時決賽……………………….…......14：50 

15. 學生男子組大隊接力計時決賽……………………………...15：10 

田賽時間 
1. 學生女子組跳遠決賽………….….……………..…….….….12：40 

2. 學生男子組跳遠決賽...………..….…….…..…….….……....12：40 

 

 

PS：檢錄時間為賽前十五分鐘。 

    （標示之時間，是鳴鎗開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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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賽  項  目  分  組  表  

 

徑賽項目 

 100 公尺 

學生女子組 100 公尺（14 人，分兩組，計時決賽） 

第一組：（7 人） 

013 黃婉庭(護理) 027 廖盈嘉(中醫) 044 吳佳樺(復健) 045 鄒彤(復健) 

066 高煒筑(生醫) 068 彭詒捷(呼治) 120 林韋伶(資管) 

第二組：（7 人） 

015 林庭榆(護理) 049 華宜柔(復健) 051 王慎禧(復健) 069 辛采育(呼治) 

100 鄭芷庭(資工) 122 林靖諭(資管) 126 連育葦(工商) 

 

學生男子組 100 公尺（19 人，分三組，計時決賽） 

第一組：（7 人） 

001 林家維(醫學) 023 鄭徳丞(中醫) 032 吳秉霖(復健) 052 沈益宏(醫技)  

067 謝文昊(呼治) 074 盧羿銨(電子) 091 吳易軒(電機) 

第二組：（6 人） 

002 吳竑霆(醫學) 033 李柏廷(復健) 053 黃宥勛(醫技) 076 姜秉翰(電子)  

092 梁哲源(電機) 124 李柏煒(工商) 

第三組：（6 人） 

034 廖鈞嘉(復健) 035 張竣翔(復健) 093 張恩誠(電機) 098 林庭毅(資工)  

110 鄧梓廷(資管) 125 劉承翰(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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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公尺 

學生女子組 200 公尺（5 人，一組，決賽） 

一組：（5 人） 

009 劉珊珊(醫學) 027 廖盈嘉(中醫) 066 高煒筑(生醫) 068 彭詒捷(呼治)  

101 鄧昀昀(資工) 

 

學生男子組 200 公尺（12 人，分兩組，決賽） 

第一組：（6 人） 

002 吳竑霆(醫學) 032 吳秉霖(復健) 055 黃泰禎(醫技) 062 陳竑元(生醫)  

064 余秉諺(生醫) 087 陽淳竣(化材)  

第二組：（6 人） 

001 林家維(醫學) 065 楊期富(生醫) 067 謝文昊(呼治) 077 林詠勛(電子)  

088 沈仕安(化材) 125 劉承翰(工商) 

  

學生男子組 400 公尺 （9 人，分兩組，決賽） 

第一組：(5 人) 

 003 王瀚德(醫學) 006 林禹橋(醫學) 127 何志擎(光電) 060 張廷宇(生醫)  

 075 羅子翔(電子) 

第二組：(4 人) 

005 吳重佑(醫學) 095 洪毓衡(電機) 123 蔡元霖(工商) 094 呂承恩(電機) 

 

學生女子組 800 公尺 （8 人，一組，決賽） 

  一組：(8 人) 

012 程毓婷(醫學) 016 郭人維(護理) 050 李宜蒨(復健) 084 程筠婷(機械) 

090 吳若謙(化材) 097 蘇雨晴(電機) 103 簡鈺晴(資工) 106 張芊婷(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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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男子組 1500 公尺（9 人，一組，決賽） 

  第一組：（9 人） 

003 王瀚德(醫學) 006 林禹橋(醫學) 038 陳子樂(復健) 054 馮俊杰(醫技) 

085 張致愷(化材) 004 邱顯鈞(醫學) 005 吳重佑(醫學) 096 賴柏宇(電機)  

123 蔡元霖(工商) 

 

4×100 公尺接力  

學生女子組 4×100 公尺接力（9 隊，分兩組，計時決賽） 

第一組：(5 隊) 

醫學系：009 劉珊珊   010 李弈璇   012 程毓婷   011 魏于喬 

護理系：017 黃宜蓁   018 林怡君   019 陳冠諠   020 蔣昀宸 

  中醫系：026 林慕恩   027 廖盈嘉   028 張雅涵   029 許昕怡 

     030 吳曼荷 

  復健聯：040 林芯頤   041 魏孜芸   042 謝佩妏   043 盛鈺 

  醫技聯：057 潘雅玲   056 張佑箐   058 侯柔安   059 陳筱涵 

第二組：(4 隊) 

復健聯：044 吳佳樺   046 曾玟綺   047 張芷菱   048 李樂琦 

  呼治系：070 戴逸晴   071 高瑜榕   072 曹允薰   073 方奕茹 

  資工系：100 鄭芷庭   101 鄧昀昀   102 梁有辰   103 簡鈺晴 

  資管系：117 張子怡   119 羅珮紜   118 陳亭安   116 吳子安 

          121 黃芊溦 

 

學生男子組 4×100 公尺接力（6 隊，一組，計時決賽） 

一組：(6 隊) 

中醫系：021 陳英吉   022 藍培誠   023 鄭德丞   024 康鈞弼 

        025 陳冠儒 

復健聯：035 張竣翔   036 盧梓匡   033 李柏廷   037 王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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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系：060 張廷宇   061 鄭棨陽   062 陳竑元   063 曾稚凱 

        065 楊期富 

電子系：078 孫思源   079 呂明軒   080 陳楓樺   081 黃庭浩 

電機系：092 梁哲源   095 洪毓衡   091 吳易軒   094 呂承恩 

資管系：110 鄧梓廷   111 黃韋綸   112 吳承瑋   113 林聖致 

 

12×100 公尺教職員工組大隊接力（6 隊，決賽） 

醫學院暨基礎醫學、工學院、管理學院、通識中心、行政類組 

     校友總會 

 

20×100 公尺學生組大隊接力 

學生女子組大隊接力（10 隊，分二組，計時決賽） 

第一組：呼治系、化材系、資管系、復健聯、資工系 

第二組：護理系、電機系、生醫系、醫學系、醫管系 

 

學生男子組大隊接力（8 隊，分一組，計時決賽） 

第一組：中醫系、醫技聯、化材系、資管系、電機系、生醫系、電子系、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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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賽項目 
 

學生女子組跳遠（16 人） 

007 陳羽捷(醫學) 008 陳昱潔(醫學) 013 黃婉庭(護理) 014 賴華濃(護理) 

039 黃貫恩(復健) 040 林芯頤(復健) 056 張佑箐(醫技) 083 紀葳妮(機械) 

089 鍾名思(化材) 099 蔡佳琪(資工) 105 范芷菱(醫管) 107 陳軒伶(醫管) 

108 洪宇汶(醫管) 109 謝宜芸(醫管) 117 張子怡(資管) 122 林靖諭(資管) 

 

學生男子組跳遠（9 人） 

031 陳泓崴(復健) 074 盧羿銨(電子) 075 羅子翔(電子) 082 彭敬竣(電子) 

086 謝皓安(化材) 098 林庭毅(資工) 104 陳瑋圻(醫管) 115 陳澤清(資管) 

114 曾  晨(資管) 

 

創意啦啦舞（17 隊） 

工商系、資管系、工設系、機械系、化材系 

醫管系、生醫系、電子系、電機系、復健聯 

醫技聯、醫學系、中醫系、呼治系、護理系 

醫工系、人工智慧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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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校長盃各項球類競賽成績表  

 

教職員工組： 
 名  次 

組  項 

別     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教 

職 

員 

工 

組 

羽球 

雙打 

總務處營繕組 

蘇柏亙組長 

分子醫學中心 

羅御伶老師 

生藥所 

吳宗圃老師 

化材系 

陳麗玲老師 

化材系 

邱方遒老師 

機械系 

林忠男技士 

 

學生組：  
  名  次 

組  項 

別      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女子籃球 醫技聯 醫學 B 中醫系 護理系 

男子籃球 電子 A 電機系 醫學 A 復健聯 

女子排球 機資人聯 中醫系 呼化聯 醫管系 

男子排球 醫學 A 電子系 機械聯 醫技聯 

女子羽球（團體） 復健聯 中醫系 護理系 醫技聯 

男子羽球（團體） 醫學系 中醫系 醫技聯 電子系 

女子桌球（團體） 醫學系 中醫系 電子系  

男子桌球（團體） 醫學系 中醫系 AI學程 復健聯 

甲組網球單打 
醫學系 
洪乃丞 

資管系 
李浩安 

生醫系 
陳柏宥 

醫學系 
許耕碩 

乙組網球單打 
醫學系 
王乃賦 

醫學系 
鍾允恩 

醫學系 
吳岱儒 

醫學系 
巫奕慶 

乙組網球雙打 
醫學系李蕙彣 

生醫系陳柏宥 

醫學系吳岱儒 

醫學系王乃賦 

醫學系孫敏皓 

醫學系巫奕慶 

醫學系陳伃新 

醫學系李承昱 

足球 電子系 中醫系 資資機 AI學程 

壘球 醫學系 電機系 中醫系 復健聯 

 

PS：校運會當天開幕典禮頒發前三名錦旗！ 

請獲獎選手上台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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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各項競賽最高紀錄  

組 

項     別 

    目 

大      會      紀      錄 

學  生  男  子  組 學  生  女  子  組 

成 績 
紀錄 

保持人 
單 位 成 績 

紀錄 

保持人 
單 位 

100 公尺 11"63 陳佑泓 工商系 13"51 葉沛晴 呼治系 

200 公尺 23"93 張淳碩 醫學系 29"24 葉沛晴 呼治系 

400 公尺 54"81 張淳碩 醫學系    

800 公尺    2'43"92 陳亮羲 化材系 

1500 公尺 4'42"01 劉建忠 物治系    

4×100 公尺 

接力 49"01 電機系 59"45 資管系 

大隊接力 4'06"70 化材系 5'13"74 生醫系 

跳    遠 6m53 劉立偉 資工系 4m46 葉子琳 資管系 

園區路跑 
(活三出發) 11'07"33 汪良彥 資工系 13'15"61 陳亮羲 化材系 

教職員工組 

園區路跑 

(活三出發) 

12'00"05 
男子一般組 黃士豪 公衛科    

14'33"08 
男子壯年組 

林炆標 電機系    

15'37"10 
女子組 葉玉慧 

通識 

中心 
   

教職員工組
大隊接力 

（12×100 公尺） 

3'06"33 校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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