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一般組田賽 
一般女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應外二甲 資管四甲 旅館一甲 旅館一甲 休閒一乙 
姓名 林雅琴 胡怡萱 陳宥羽 羅郁平 林雅姿 跳高 
成績 1.10 1.05 1.05 1.00 1.00 

 

單位 幼保一乙 財金一乙 財金一甲 土環一甲 財金三甲 國企一甲 
姓名 郭婕柔 古倍瑜 詹曉雲 張欣麗 林玟均 劉思廷 跳遠 
成績 3.70 3.20 3.15 2.99 2.68 2.61 
單位 資管二甲 電機一丙 資管三甲 企管二甲 工管一甲 電機一丙 
姓名 陳筱葳 劉豫儒 簡立庭 溫雅鈞 江品融 李姿穎 標槍 
成績 15.87 15.06 13.18 11.49 8.46 8.39 
單位 工管一甲 企管二甲 財金二甲 財金三甲 老服一乙 財金二甲 
姓名 蘇琬庭 溫雅鈞 黃佩柔 楊冠妤 羅美萍 陳曉彤 鉛球 
成績 6.33 5.62 5.48 5.37 5.05 4.96 

一般男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電子一丙 財金三甲 資工二甲 電子一甲 財金二乙 土環四甲 
姓名 張錦華 萬奕良 高季揚 林承洋 黃承皓 王伊辰 跳高 
成績 1.59 1.59 1.56 1.56 1.53 1.50 
單位 電子四乙 資工一乙 電子一丙 電機二丙 大陸研修生 電子一乙 
姓名 邱博文 余名翔 張錦華 林亞柏 穆鐿豐 蔡竣文 跳遠 
成績 5.48 4.99 4.95 4.85 4.78 4.69 
單位 財金二甲 電子一甲 土環一甲 財金一甲 財金一乙 機械二乙 
姓名 朱建丞 翁銘駿 羅辰瑋 蔡尚修 羅文懋 劉灝 標槍 
成績 39.53 32.84 31.84 24.60 24.58 16.37 
單位 土環四甲 財金一乙 資管一甲 土環一甲 資管一乙 機械一甲 
姓名 葉政宏 吳哲維 林彥甫 羅辰瑋 蘇子杰 吳易軒 鉛球 
成績 10.75 10.04 9.35 9.17 8.90 8.47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一般組徑賽 
一般女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財金三甲 財金一甲 財金一甲 電子一丁 應外一乙 工管一甲 
姓名 張容禎 鄭凱儷 彭羿嘉 張芷絃 倪欣誼 鄭睿媛 100M 

成績 15.41 15.48 15.68 15.82 16.18 16.23 
單位 休閒一甲 土環一甲 財金一甲 財金一甲 資管二乙 
姓名 黃雅雯 林怡萱 鄭辛澄 蕭凱之 簡言瑾 200M 

成績 34.90 36.41 36.54 38.85 47.18 
 

單位 幼保二乙 國企一甲 土環一甲 工管二乙 資管二甲 幼保二乙 
姓名 戴芷婷 范瀞文 張欣麗 林雨臻 嚴俞涵 游蓮詩 800M 

成績 3:33.48 3:38.85 3:39.26 3:39.52 3:41.34 3:42.18 
單位 財金一甲 旅館一甲 應外二乙 資管二甲 財金二乙 資管一甲 

姓名 

  彭羿嘉  
  鄭凱儷 
  蕭凱之  
  張新瑤 

  羅郁平  
  張詠茵 
  童佳琪  
  吳思潔 

  李彥儒  
  陳蓉萱 
  張  雙  
  李欣怡 

  謝欣妤  
  陳羿君 
  盧仟惠  
  黃靜慧 

  陳姿妤   
  戴靖宜 
  劉瀞琪  
  陳貞齡 

  呂沂蓁  
  薛雅庭 
  徐佩君  
  吳亞倩 

4×100M 
接力 

成績 1:05.61 1:05.80 1:06.61 1:07.43 1:07.65 1:09.37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一般組徑賽 
一般男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電機四乙 電機一丙 電機二丙 資工三甲 機械一甲 
姓名 饒皓昀 曾建傑 陳亭駱 黃蓮生 王長裕 100M 
成績 11.97 11.98 12.21 13.05 13.10 

 

單位 電機四乙 資工一甲 電機一乙 旅館二乙 資工三甲 財金二甲 
姓名 饒皓昀 邱政閔 賴信安 邱柏凱 許靖儀 陳博浩 200M 
成績 24.95 25.21 26.21 26.61 26.67 27.16 
單位 財金二乙 財金一乙 旅館一乙 電機三丙 資工二甲 土環一甲 
姓名 黃文均 陳泓益 黃志文 吳高全 趙柏翔 任弘煒 400M 
成績 1:01.04 1:03.67 1:05.58 1:07.02 1:07.71 1:10.27 
單位 機械三甲 企管二乙 電子一乙 旅館二乙 旅館二乙 電子四乙 
姓名 王昱昇 蘇思翰 鄭偉廷 黃魁傑 蔡崇昱 黃鈺展 1500M 
成績 5:32.32 5:38.19 5:38.78 5:40.71 5:45.76 5:57.78 
單位 電機二丙 電子一乙 電機一丙 電機二甲 企管二乙 土環三甲 
姓名 毛偉丞 鄭偉廷 羅盛廷 廖俊嘉 蘇思翰 許瑞民 5000M 
成績 21:46.77 22:15.39 22:23.09 22:56.08 23:10.66 23:16.00 
單位 財金二乙 資工二甲 資工三甲 土環一甲 電子一丁 電子一甲 

姓名 

  黃文均   
  潘博昕 
  蕭宇恆  
  郭鎧源 

  趙柏翔  
  謝基源 
  許峻瑋  
  鄭祐任 

  林聖達  
  許靖儀 
  張大原  
  黃蓮生 

  任弘煒  
  鄒政言 
  江沅駿  
  陳亮州 

  徐士賢   
  戴品沂 
  陳俊威   
  林致瑋 

  林承洋 
  劉孟達 
  張佑誠 
  鄭宇宸 

4×100M 
接力  

成績 51.45 52.61 53.30 53.70 54.51 54.79 
單位 財金二乙 財金一甲 財金一乙 

姓名 

  黃文均 
  潘博昕 
  郭鎧源 
  蕭宇恆 

  吳明修 
  羅偉維 
  彭建華 
  李孟杰 

  蔡松原 
  葉家宏 
  張元睿 
  曾邦維 

4×400M 
接力 

成績 4:25.68 4:53.10 5:16.11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公開組田賽 

公開女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運管二乙 運管二乙 
姓名 劉芳華 陳汶均 跳高 
成績 1.18 1.15 

    

單位 運管二乙 運管一甲 運管二乙 運管二乙 
姓名    吳易蓁 翁思淳 劉芳華 陳汶均 跳遠 
成績 3.52 3.13 3.00 2.93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運管四甲 
姓名 游芳汶 夏若堯 劉姿君 廖千慧 戴瑞祺 陳彥蓉 標槍 
成績 25.01 22.50 21.21 20.76 16.89 14.68 
單位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二乙 運管一甲 運管二乙 
姓名 夏若堯 游芳汶 劉姿君 張玉琳 鍾馨霈 林芷鈺 鉛球 
成績 8.84 7.89 7.31 6.83 6.66 6.61 

公開男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姓名 吳昱寬 藍偉逡 李冠霆 楊家杰 跳高 
成績 1.58 1.55 1.45 1.30 

  

單位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二乙 運管三乙 運管二甲 
姓名 林祖樊 魏聖亞 林閔聖 羅文國 王麒翔 黃文宏 跳遠 
成績 5.19 4.69 4.68 4.55 4.44 4.38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一甲 運管一乙 運管二乙 
姓名 曾華省 李俊毅 曾國城 葉銘楓 陳振炫 蕭煜安 標槍 
成績 45.25 32.74 29.21 27.32 26.50 24.55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二乙 運管一甲 運管三甲 運管一乙 
姓名 曾華省 陳振炫 林宗徹 蔡景文 傅暐皓 曾國城 鉛球 
成績 8.96 8.27 7.85 7.53 7.40 6.48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公開組徑賽 

公開女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一甲 運管一甲 運管二乙 
姓名 龔亭伊 周子茹 林藝欣 高竹萱 劉婉柔 廖絁純 100M 
成績 14.62 14.80 14.89 15.48 15.53 15.59 
單位 運管一甲 運管一甲 
姓名 劉婉柔 呂岱縈 200M 
成績 33.61 36.80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運管四甲 
姓名 彭湘晴 陳芷萱 邵莞筑 陳暄沂 800M 
成績 3:24.28 3:28.89 3:39.50 3:51.15 
單位 運管二乙 運管一乙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姓名 

劉芳華 
陳如盈 
陳汶均 
林彥茹 

陳伊柔 
鍾惠騏 
黃詩庭 
楊毓婷 

龔亭伊 
彭湘晴 
陳芷萱 
李欣穎 

劉婉柔 
邵莞筑 
黃珮伃 
高竹萱 

4×100M 
接力 

成績 1:02.37 1:03.23 1:03.42 1:03.92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公開組徑賽 

公開男生組(※為破大會紀錄)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二乙 運管一甲 運管一乙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姓名 陳世峯 呂國暘 楊佑寧 江宗彥 朱光雲 林柏恩  100M 
成績 11.35 11.43 11.76 11.87 12.10 12.25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一乙

姓名 陳世峯 楊佑寧 戴翊任 李俊毅 江宗彥 牟柏澄 200M 
成績 ※23.71 24.26 24.93 25.11 25.37 26.66 

單位 運管一乙 運管一甲

姓名 吳昱寬 劉子誠 1500M 
成績 5:15.20 5:50.38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二甲 運管一甲 
姓名 朱光雲 陳茂榜 賴庚晨 劉子誠 5000M 
成績 21:26.71 21:26.93 21:59.86 23:10.32 

  

單位 運管二甲 運管一乙 運管一甲 

姓名 

林柏恩 
陳世峰 
戴翊任 
李俊毅 

江宗彥 
林閔聖 
牟柏澄 
周韋廷 

劉子誠 
林祖樊 
楊佑寧 
范振琦 

4×100M 
接力 

成績 47.21 50.73 50.79 

 
 

 
 

 
 

單位 運管二乙 運管一甲 運管二甲 

姓名 

王冠倫 
呂國暘 
蕭煜安 
呂昱源 

劉子誠 
楊佑寧 
范振琦 
邱冠中 

林柏恩 
黃文宏 
曾華省 
李冠霆 

4×400M 
接力 

成績 4:11.86 4:11.89 4:21.70 

   

破紀錄名單 

組別 項目 班級 姓名 新紀錄 原紀錄 備註 

公開男 200m 運管二甲 陳世峯 23.71 23.81 破紀錄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教職員工校友組(男) 

                     名次 

       單位、姓名 

項目       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單位 校友隊 校友隊 校友隊 

姓名 曾宏明 莊志豪 徐啟豪 100M 

成績 11.65 12.53 12.78 

單位 校友代表隊 校友代表隊 電機系 

姓名 雷添螢 蔡尚嘉 姚斌 1500M 

成績 5:22.11 6:30.16 6:38.39 

單位 管理學院 學務處 運動管理系 800M 

大隊接力 成績 2:13.52 2:14.46 2:15.36 

 

 

 

 

 

 

 

 

 

 

 

 

 



明新科技大學 47 週年校慶運動會成績公佈表 

學生大隊接力成績公佈表 

女（2000 公尺） 男（4000 公尺） 
名次 系別 成績 名次 系別 成績 

1 運動管理系 5:19.05 1 運動管理系 9:06.14 

2 國際企業系 5:51.27 2 電機工程系 9:37.47 

3 老人服務事業系 5:51.64 3 電子工程系 9:42.00 

4 財務金融系 5:52.06 4 機械工程系 9:45.85 

拔河成績公佈表 

女 男 
名次 系別 名次 系別 

1 運動管理系 1 光電系統工程系 

2 國際企業系 2 資訊工程系 

3 休閒管理系 3 機械工程系 
4 企業管理系 4 電子工程系 

明新我最萌 田徑總錦標 

名次 系別 名次 系別 

1 幼兒保育系 1 財務金融系 
2 運動管理系 2 電機工程系 
3 機械工程系 3 電子工程系 
4 資訊管理系 4 資訊工程系 

精神總錦標 

名次 系別 成績 

1 資訊管理系 87.3 
2 運動管理系 85.6 
3 休閒管理系 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