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徑分組編配表
一、男學生甲組
男甲跳高 (共 16 人報名)
(01)機械系 林昕霆
(05)光電系 蔡育錫
(09)電機系 陳力熊
(13)材料系 宋彥霆

(02)奈米科學 賴宏騏
(06)光電系 林傳恩
(10)材料系 陳威同
(14)電物系 吳孟霖

男甲跳遠 (共 37 人報名)
(01)資科所 陳平揚
(05)系統工程 林凱樂
(09)電物系 陳子凡
(13)電機系 高傳傑
(17)系統工程 蔣庚諺
(21)奈米科學 陳明捷
(25)多媒體所 許丰譯
(29)人工智慧碩 李韋承
(33)電物系 李承潮
(37)電信所 陳冠竹

(02)人社系 張凱清
(06)材料系 李杰翰
(10)機械系 賴文楷
(14)奈米科學 周為
(18)系統工程 陳怡嘉
(22)環工所 吳凱霖
(26)數據科學所 洪冠群
(30)資科所 劉建中
(34)應數系 翁梓鴻

男甲壘球擲遠 (共 125 人報名)
(01)系統工程 林義凱
(05)系統工程 蔡朝明
(09)系統工程 王子彥
(13)光電系 黃子原
(17)電機系 邱易檠
(21)奈米科學 潘奕旻
(25)電物系 許展瑜
(29)應化系 高堂宇
(33)工工系 王泰淀
(37)資工系 胡丞佑
(41)資工系 卓灝辰
(45)電工系 吳秉真
(49)電機系 林致平
(53)應數系 吳沛霆
(57)運管系 謝宗翰
(61)電信所 洪銘聰

(02)系統工程 陳怡嘉
(06)系統工程 殷政明
(10)系統工程 曾浩哲
(14)光電系 田博瑋
(18)機械系 李奕融
(22)奈米科學 張燻麟
(26)電物系 李昱霆
(30)管科系 陳重佑
(34)工工系 鄭志權
(38)資工系 陳威達
(42)生科系 廖柏臺
(46)電工系 徐緯勳
(50)材料系 歐奕昇
(54)管科系 蘇暐翔
(58)運管系 李庭緯
(62)電機系 高浚豪

(03)機械系 黃國毓
(07)光電系 劉宇崴
(11)材料系 陳品霖
(15)環工所 周家舜

(04)資工系 陳昱螢
(08)電機系 蘇玠文
(12)材料系 李騏陽
(16)光電系 許明倫

(03)資工系 澤田博文
(07)材料系 邱爾立
(11)機械系 林昕霆
(15)電物系 陳奕傑
(19)光電系 林紹恒
(23)環工所 施宏佳
(27)電機系 侯鑫瑋
(31)系統工程 張景淇
(35)電機系 黎柏麟

(04)電物系 何智堯
(08)環工所 施睿哲
(12)機械系 黃國毓
(16)應數系 胡大展
(20)電機系 蘇玠文
(24)機器人碩 陳昭宇
(28)電機系 邱琮軒
(32)系統工程 陳宣燁
(36)資工系 劉宗翰

(03)系統工程 王富豪
(07)系統工程 張米祺
(11)系統工程 黃彥霖
(15)光電系 林紹恒
(19)機械系 王照翔
(23)電物系 董 昊
(27)應數系 古必晟
(31)管科系 陳潤民
(35)工工系 顏 語
(39)資工系 高智全
(43)生科系 廖岱桀
(47)電工系 葉汶銓
(51)環工所 吳凱霖
(55)運管系 林啓洋
(59)電信所 吳承佑
(63)電機系 尤柏勛

(04)系統工程 張育瑋
(08)系統工程 曾彥凱
(12)系統工程 陳伯翰
(16)電機系 陳力熊
(20)奈米科學 李俊達
(24)電物系 蕭博元
(28)應數系 游世輝
(32)運管系 黃宇生
(36)資工系 謝文浩
(40)資工系 陳暐誠
(44)生科系 翁晨紘
(48)光電系 袁一程
(52)應數系 林宗達
(56)運管系 李祐德
(60)電機系 侯鑫瑋
(64)應數系 馮宗澤

(65)應數系 高至芃
(69)電機系 張紘維
(73)管科系 林明毅
(77)電機系 吳秉璋
(81)光電系 韓在元
(85)電機系 李謙熙
(89)電物系 陳奕傑
(93)工工系 林子傑
(97)資工系 翁瑞澤
(101)系統工程 林昱傑
(105)電信所 彭璿禎
(109)土木系 李承彥
(113)電物系 張智超
(117)資管所 邱靖唐
(121)資管所 傅可爲
(125)電工系 賴世豪

(66)光電系 姜杰佑
(70)電機系 謝旻辰
(74)管科系 陳孟緯
(78)材料系 羅宏洋
(82)光電系 丁啟軒
(86)電機系 簡大容
(90)電物系 龔博謙
(94)工工系 陳冠倫
(98)材料系 黃彥融
(102)電機系 廖仁吉
(106)資工系 潘瑋綱
(110)材料系 李杰翰
(114)應數系 曾堂軒
(118)資管所 謝敦凱
(122)資管所 洪元倉

男甲鉛球 (共 41 人報名)
(01)電機系 吳秉璋
(05)電機系 李謙熙
(09)資工系 張祐閤
(13)應數系 徐詠傑
(17)系統工程 殷政明
(21)電機系 王皓平
(25)生科系 廖岱桀
(29)光電系 張家睿
(33)應數系 曾堂軒
(37)資工系 林大祐
(41)電機院博 曾偉倫

(02)光電系 韓在元
(06)電機系 簡大容
(10)資工系 王耀德
(14)傳播所 余世章
(18)系統工程 張米祺
(22)應數系 游世輝
(26)生科系 翁晨紘
(30)光電系 謝汶軒
(34)應數系 高至芃
(38)資工系 黃秉茂

(67)光電系 林修丞
(71)土木系 邱柏瑋
(75)資工系 林大祐
(79)光電系 蔡育錫
(83)電機系 龔靖峰
(87)機械系 沈立翔
(91)電物系 曾俊凱
(95)資工系 澤田博文
(99)應數系 徐詠傑
(103)電機系 蔡岳庭
(107)資工系 李湘勤
(111)材料系 邱爾立
(115)工工系 顏琮翰
(119)資管所 李書文
(123)資管所 林哲偉

(68)光電系 周均諺
(72)材料系 王建驊
(76)資工系 黃秉茂
(80)光電系 陳均佳
(84)電機系 翁祺桓
(88)奈米科學 鍾昀哲
(92)應數系 吳諒濬
(96)資工系 劉育源
(100)傳播所 余世章
(104)電機系 鄭紹恩
(108)資工系 呂韋德
(112)環工所 馮天麒
(116)工工系 郭芳豪
(120)資管所 康佑誠
(124)系統工程 陳建華

(03)光電系 丁啟軒
(07)奈米科學 鍾昀哲
(11)資工系 蔡育呈
(15)系統工程 林昱傑
(19)系統工程 彭梓峻
(23)資工系 謝文浩
(27)環工所 林為鈞
(31)電機系 鄭紹恩
(35)土木系 邱柏瑋
(39)生科系 王任中

(04)電機系 龔靖峰
(08)電物系 曾俊凱
(12)資工系 廖唯辰
(16)系統工程 張育瑋
(20)電機系 陳冠瑜
(24)資工系 高智全
(28)應數系 林宗達
(32)電物系 張智超
(36)資工系 許哲瑋
(40)系統工程 陳聖達

男甲 100 公尺 (共 47 人報名，分 6 組，每組取第 1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N101 潘丞翊
(05)P104 李承潮

(02)T104 郝嘉誠
(06)U104 許明倫

(03)B103 卓冠宇
(07)R105 張浩鈞

(04)O109 紀雨亨
(08)V101 劉宗翰

(02)V102 王暐承
(06)T105 卓冠廷

(03)R104 林正明
(07)O110 陳宣燁

(04)P101 李世恩
(08)I101 陳彥廷

第2組
(01)B104 吳一賢
(05)M101 徐正修

第3組
(01)T106 黃彥鈞
(05)B101 林佑佶

(02)Q102 羅楷崴
(06)R103 黃顗嘉

(03)V103 寸少康
(07)P102 阮洪明珠

(04)O111 陳聖達
(08)O103 陳建華

(02)T107 王上遠
(06)R102 范凱傑

(03)V104 李元毓
(07)P105 吳穎奕

(04)B105 賴亭佑
(08)Q104 翁梓鴻

(02)O114 黃瀚澐
(06)O105 蕭介威

(03)B102 鄭智誠
(07)R101 劉品榕

(04)AB101 陳平揚
(08)T108 周煜翔

(02)R107 徐宏裕
(06)M102 陳翰葳

(03)O102 郭柏緯
(07)O106 張至成

(04)Q101 陳冠均

第4組
(01)O113 張峻榮
(05)O104 張宥威
第5組
(01)AI101 陳瑜
(05)U101 魏庭煜
第6組
(01)U102 吳為霖
(05)S101 賴世豪

男甲 200 公尺 (共 12 人報名，分 2 組，每組取前 3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2)R106 吳奕儒
(06)N101 潘丞翊

(03)O101 高煜翔
(07)D101 余廣哲

(04)T102 林晉璁

(05)B102 鄭智誠

(03)U102 吳為霖
(07)O112 陳世豪

(04)O108 張景淇

(05)Q102 羅楷崴

第2組
(02)D102 黃森然
(06)E101 吳碩捷

男甲 400 公尺 (共 11 人報名，分 2 組，每組取前 3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2)W101 曾偉倫
(06)T101 石昂東

(03)Q103 孫瑋澤

(04)I101 陳彥廷

(05)T102 林晉璁

(03)T103 黎柏麟
(07)O107 邱亮惟

(04)P103 黃烽慎

(05)D102 黃森然

第2組
(02)U103 陳克齊
(06)Z101 陳冠竹

男甲 800 公尺 (共 15 人報名，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01)電機系 劉德禹
(05)土木系 楊鎮嘉
(09)工工系 王聿銘
(13)系統工程 張志榮

(02)電機系 黃大祐
(06)奈米科學 周敬哲
(10)生科系 呂彥霆
(14)系統工程 林育德

(03)電物系 黃烽慎
(07)管科系 陳寬育
(11)人社系 張凱清
(15)系統工程 陳楷軒

(04)電物系 吳穎奕
(08)管科系 余廣哲
(12)半導體 楊庭維

男甲 1500 公尺 (共 17 人報名，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01)電機系 劉德禹
(05)電物系 吳孟霖
(09)人社系 黃俊奕
(13)系統工程 王浚銘
(17)系統工程 洪為濬

(02)電機系 邱琮軒
(06)應化系 陳睿瀚
(10)電子所 陳冠志
(14)系統工程 高上翔

(03)光電系 吳嘉倫
(07)應數系 呂學進
(11)系統工程 謝博恩
(15)系統工程 邱亮惟

男甲 5000 公尺 (共 23 人報名，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01)電工系 梁凱量
(05)電機系 林荺城
(09)資工系 許哲瑋
(13)電物系 許展瑜
(17)生科系 陳彥甫
(21)系統工程 吳柏毅

(02)電機系 曾于軒
(06)光電系 吳嘉倫
(10)資工系 賴暐倫
(14)應化系 陳睿瀚
(18)生科系 王書帆
(22)系統工程 黃柏勳

(03)電機系 石昂東
(07)光電系 張家睿
(11)資工系 李湘勤
(15)機械系 卓冠宇
(19)人社系 黃俊奕
(23)系統工程 劉鎮旗

(04)資工系 蕭岑晏
(08)生科系 王任中
(12)系統工程 林育德
(16)系統工程 簡立偉

(04)電機系 黃大祐
(08)光電系 謝汶軒
(12)電物系 張光予
(16)運管系 黃宇生
(20)電子所 陳冠志

男甲 4x100 公尺接力 (共 21 隊報名，分 3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
入決賽)
第1組
(01)系統工程(黃子欣)
(05)電機系(陳力熊)

(02)生科系(黃上育)
(06)土木系(王明聲)

(03)應數系(戴晨洋)
(07)資工系(陳伯安)

(04)資工系(鍾承佑)

(02)奈米科學(周為)
(06)系統工程(吳柏毅)

(03)電物系(吳啟仲)
(07)資工系(王培碩)

(04)系統工程(陳品澔)

(02)資工系(林聯政)
(06)系統工程(鄭丞育)

(03)應化系(黃顗嘉)
(07)光電系(張力珩)

(04)電物系(蘇元浚)

第2組
(01)機械系(賴文楷)
(05)科法所(陳昱維)
第3組
(01)系統工程(林家璿)
(05)奈米科學(張景翔)

男甲 4x400 公尺接力 (共 7 隊報名，錄取前 6 名)
(01)電物系(蘇元浚)
(05)電資班(何權祐)

(02)系統工程(洪為濬)
(06)資財系(李博元)

(03)電物系(唐柏鎧)
(07)電物系(吳啟仲)

(04)資工系(王暐承)

男甲 12x200 公尺大隊接力 (共 9 隊報名，分 2 組，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第1組
(02)奈米科學(游庭岳)
(06)系統工程(石孟璋)

(03)資管所(張耀云)

(04)工工系(林祺誠)

(05)電機系(龔靖峰)

第2組
(03)系統工程(魏于翔)

(04)電物系(吳啟仲)

(05)土木系(鄭宇翔)

(06)光電系(張力衍)

(03)土木系 黃冠穎
(07)材料系 胡維綸
(11)工工系 蕭睿杰
(15)人社系 段皓元
(19)電機系 謝宗霖
(23)資工系 陳重諺
(27)資工系 成俊宏
(31)電機系 張景翔

(04)土木系 趙凱聿
(08)應數系 許心誠
(12)系統工程 許庭愷
(16)人社系 黃思博
(20)電機系 黃鉉賀
(24)資工系 陳思羽
(28)機械系 黃詩哲
(32)電機系 顏該壽

(03)土木系 李文喆
(07)土木系 侯東旻
(11)材料系 林宥辰
(15)管科系 傅士誠
(19)工工系 黃詳棋
(23)工工系 何貫綸
(27)電機系 范宇清
(31)電機系 邱姚欣
(35)電機系 黃鉉賀
(39)資工系 王君豪
(43)資工系 謝旻辰
(47)資工系 宋哲頤
(51)機械系 楊俊威
(55)系統工程 洪加豪

(04)土木系 王品鈞
(08)土木系 張樂陶
(12)材料系 楊嘉文
(16)管科系 林宜闊
(20)資財系 李知祐
(24)資工系 楊卓敏
(28)電機系 邱政羿
(32)電機系 黃彥淇
(36)電機系 徐帷祐
(40)資工系 陳茂祥
(44)資工系 洪敦陽
(48)資工系 吳宥毅
(52)系統工程 林榮偉
(56)應數系 蔡博凱

(03)工工系 林恒毅
(07)生科系 謝長科
(11)資工系 呂晟愷
(15)資財系 許 晉
(19)系統工程 余祐安
(23)生科系 黃啟維

(04)工工系 徐未遲
(08)資工系 林彥緻
(12)資財系 李天寧
(16)百 川 董少鈞
(20)系統工程 葉政漢
(24)生科系 姚思源

二、男學生乙組
男乙跳高 (共 33 人報名)
(01)機械系 史哲維
(05)土木系 張樂陶
(09)應化系 陳定謙
(13)機械系 王博玄
(17)管科系 陳旻諺
(21)資工系 胡景竑
(25)資工系 洪敦陽
(29)應數系 陳羿愷
(33)系統工程 黃舜烯

(02)機械系 陳懷寧
(06)土木系 陳冠羽
(10)應化系 張健瑋
(14)生科系 鄭桄楙
(18)電機系 施沐寬
(22)資工系 周暘典
(26)資工系 楊竣喆
(30)電機系 鐘彥丞

男乙跳遠 (共 56 人報名)
(01)機械系 郭家均
(05)土木系 賴廷威
(09)材料系 廖國評
(13)電物系 林冠葳
(17)工工系 許恒睿
(21)資財系 鄭子安
(25)電機系 施沐寬
(29)電機系 謝承恩
(33)電機系 王廣翰
(37)電機系 陳恩宇
(41)資工系 郭昀
(45)資工系 楊皓宇
(49)資工系 李驊恩
(53)系統工程 傅柏誠

(02)機械系 李瑋則
(06)土木系 蘇柏任
(10)材料系 邱士杰
(14)電物系 陳航升
(18)工工系 蘇登和
(22)系統工程 王奕善
(26)生科系 鄭桄楙
(30)電機系 洪陳佑豪
(34)電機系 林錦樑
(38)電機系 柯博元
(42)資工系 張嘉文
(46)資工系 郭軒語
(50)機械系 周昀頡
(54)系統工程 李奕承

男乙壘球擲遠 (共 100 人報名)
(01)運管系 呂慶鴻
(05)生科系 鄭博瀚
(09)資工系 端木竣偉
(13)資財系 蘇振儒
(17)系統工程 李奐禎
(21)系統工程 傅柏誠

(02)工工系 蘇登和
(06)材料系 楊志豪
(10)資工系 古聖聰
(14)資財系 蘇振賢
(18)系統工程 林柏緯
(22)系統工程 李奕承

(25)人社系 游謦丞
(29)電機系 巫嘉軒
(33)電機系 吳宗翰
(37)電機系 紀柏謙
(41)電機系 范均緯
(45)電機系 邵政允
(49)光電系 周凡議
(53)資工系 楊秉宇
(57)資工系 陳宥安
(61)資工系 陳品劭
(65)機械系 廖大葳
(69)機械系 魏廷宇
(73)土木系 黃冠穎
(77)土木系 李文喆
(81)材料系 鄭伊佑
(85)電物系 林柏佑
(89)應數系 羅宥均
(93)應化系 黃以寬
(97)工工系 林義凱

(26)人社系 鄭遠合
(30)電機系 蔡爵宇
(34)電機系 黃炫喻
(38)電機系 吳俊諺
(42)電機系 林晏旭
(46)電機系 謝秉樺
(50)光電系 吳健均
(54)資工系 詹秉諺
(58)資工系 吳秉澍
(62)奈米科學 侯俊亦
(66)機械系 葉佳和
(70)機械系 王竣毅
(74)土木系 鄭育家
(78)土木系 葉承岳
(82)材料系 林宥辰
(86)電物系 徐仁甫
(90)應數系 陳彥宇
(94)管科系 丘至恩
(98)生科系 江柏毅

男乙鉛球 (共 59 人報名)
(01)資工系 王力得
(05)資工系 黃昱翰
(09)機械系 葉佳和
(13)機械系 魏廷宇
(17)土木系 湯仕弘
(21)電物系 陳冠霖
(25)應數系 劉秉頎
(29)管科系 林育均
(33)系統工程 楊帙恆
(37)人社系 楊晉瑋
(41)電機系 彭梓芫
(45)電機系 崔浩堂
(49)電機系 莫文輝
(53)資工系 林承佑
(57)資工系 楊弘詣

(02)資工系 楊傑宇
(06)資工系 陳奕維
(10)機械系 王博玄
(14)土木系 盛民鑫
(18)材料系 陳靖儒
(22)電物系 陳航升
(26)應化系 徐彥紳
(30)工工系 徐偉城
(34)系統工程 王敬捷
(38)人社系 胡光浩
(42)電機系 黃政昇
(46)電機系 張裕駿
(50)光電系 溫科越
(54)資工系 謝翔丞
(58)資工系 高維愈

(27)人社系 曾煒紘
(31)電機系 彭梓芫
(35)電機系 王宏銘
(39)電機系 魏恩立
(43)電機系 陳奕嘉
(47)電機系 莫文輝
(51)光電系 甘明霖
(55)資工系 楊竣傑
(59)資工系 王力得
(63)奈米科學 黃向廷
(67)機械系 彭祈恩
(71)機械系 劉椗珩
(75)土木系 姚宗翰
(79)土木系 蘇柏任
(83)電物系 黃靖勛
(87)應數系 江瑋峰
(91)應化系 徐彥紳
(95)運管系 溫非凡
(99)資工系 陳唯文

(28)人社系 黃敬維
(32)電機系 黃政昇
(36)電機系 陳岳維
(40)電機系 林沛翰
(44)電機系 蘇信銘
(48)光電系 林浩哲
(52)資工系 謝翔丞
(56)資工系 廖昶竣
(60)資工系 米冠綸
(64)機械系 柯岱佑
(68)機械系 李泰德
(72)土木系 盛民鑫
(76)土木系 黃偉廉
(80)材料系 丁中越
(84)電物系 劉興誠
(88)應數系 鄭又瑋
(92)應化系 洪楷睎
(96)運管系 楊直諺
(100)資工系 陳俊佑

(03)資工系 呂晟愷
(07)資工系 陳品劭
(11)機械系 黃品淳
(15)土木系 楊正旭
(19)材料系 邱崇翰
(23)應數系 黃暐茗
(27)應化系 陳鼎錡
(31)工工系 陳冠榮
(35)應數系 丁祐承
(39)人社系 徐智賢
(43)電機系 吳宗翰
(47)電機系 范均緯
(51)光電系 甘明霖
(55)資工系 陳吉遠
(59)資工系 丁宇洋

(04)資工系 鄭安騏
(08)奈米科學 侯俊亦
(12)機械系 李泰德
(16)土木系 劉奕奕
(20)電物系 莊詠筌
(24)應數系 張書豪
(28)應化系 洪楷睎
(32)工工系 徐未遲
(36)生科系 梁朝翔
(40)人社系 陳智晨
(44)電機系 黃炫喻
(48)電機系 林玹丞
(52)資工系 王禹博
(56)資工系 王健哲

男乙 100 公尺 (共 54 人報名，分 7 組，每組取第 1 名，另擇優錄取 1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T216 李峻
(05)I204 陳彥名

(02)V224 林秉
(06)T212 林昱廷

(03)B201 嚴紹文
(07)O201 吳佳佑

(04)F202 陳彥穎
(08)V205 劉沛凡

(02)V213 周明賢
(06)V227 曾偉杰

(03)T205 顏該壽
(07)F204 林言翰

(04)B202 施勝瑋
(08)O203 曾振毅

(02)Q201 王祈翰
(06)T206 林柏任

(03)T217 歐佾宸
(07)F205 徐仲尼

(04)I206 陳俊瑋

(02)Q206 陳羿愷
(06)B203 史哲維

(03)T219 賴長均
(07)I207 吳紹崎

(04)V208 陳唯文
(08)T204 李世邑

(02)C207 田伊恩
(06)V209 許登豪

(03)T210 洪立翰
(07)T201 劉羿

(04)A203 蔡絜明

(02)U202 林立文
(06)M201 胡睿桐

(03)V219 高笙祐
(07)G201 羅方

(04)A204 楊曜丞
(08)J201 郭兆宜

(02)T209 歐雄鈞
(06)I201 陳守家

(03)C203 許鏡騏
(07)A206 黃宇珩

(04)V221 蔡琮偉
(08)K201 陳昀

第2組
(01)O205 范誠恩
(05)I205 陳德宸
第3組
(01)V216 詹凱傑
(05)B204 陳懷寧
第4組
(01)U201 楊詠翔
(05)F208 雷馬丁
第5組
(01)G202 楊財生
(05)B206 苗博恩
第6組
(01)T214 丁立心
(05)B207 郭家均
第7組
(01)V202 張瑋倫
(05)E201 呂慶鴻

男乙 200 公尺 (共 32 人報名，分 4 組，每組取第 1 名，另擇優錄取 4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F207 林義凱
(05)T202 鐘彥丞

(02)T217 歐佾宸
(06)A201 劉智誠

(03)V215 楊賀弼
(07)M201 胡睿桐

(04)C201 卓建緯
(08)V223 劉彥甫

(02)V228 徐聖哲
(06)C204 邱紹恩

(03)T219 賴長均
(07)I202 江柏毅

(04)V211 單宇晟
(08)E202 魏至陞

(02)F204 林言翰
(06)F203 蘇柏誠

(03)V206 許竣凱
(07)C205 林冠翰

(04)A205 張富開
(08)V204 陳侑澤

第2組
(01)A202 林翰承
(05)T203 張景翔
第3組
(01)T211 林彥廷
(05)V229 蔡慎安

第4組
(01)C206 莊涵傑
(05)V220 黃韋傑

(02)V217 洪義翔
(06)F206 周大允

(03)Q202 林奕辰
(07)O202 林榮偉

(04)B205 卓恩睿
(08)T208 張為閎

男乙 400 公尺 (共 23 人報名，分 3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V222 林哲安
(05)V214 丁宇洋

(02)T207 毛泓荃
(06)T218 蘇睿翔

(03)I203 何駿航
(07)V210 郭政軒

(04)Q203 吳明倫
(08)C202 于崴仰

(02)I207 吳紹崎
(06)V212 盧聖文

(03)Q204 蔡博凱
(07)F201 林宜叡

(04)V201 楊詠翔
(08)V218 鄧閔璟

(02)F208 雷馬丁
(06)T215 李庚諺

(03)O204 林渝荏
(07)V225 邱弘竣

(04)V203 廖宗瑋

第2組
(01)V226 陳俊佑
(05)T213 李棣
第3組
(01)V207 范恩宇
(05)Q205 李青桓

男乙 800 公尺 (共 14 人報名，計時錄取前 8 名進入決賽)
(01)機械系 宋庭宇
(05)生科系 張仲恆
(09)光電系 王致翔
(13)資工系 高維愈

(02)材料系 孫海銘
(06)生科系 龔柏文
(10)光電系 陳品勝
(14)資工系 邱弘竣

(03)材料系 呂熙和
(07)人社系 董峻瑋
(11)資工系 鍾瑋峻

男乙 1500 公尺 (共 21 人報名，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01)材料系 洪子欽
(05)生科系 施威廷
(09)應化系 葉力綸
(13)電機系 林冠亨
(17)資工系 王承勳
(21)資工系 何彥寬

(02)材料系 林觀復
(06)人社系 張明浩
(10)應化系 許博荃
(14)電機系 林沛翰
(18)資工系 劉仲恩

(03)管科系 侯均頲
(07)系統工程 洪紹睿
(11)電機系 洪鈺翔
(15)電機系 林晏旭
(19)資工系 張介遠

男乙 5000 公尺 (共 32 人報名，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01)土木系 黃祥欽
(05)材料系 胡維綸
(09)生科系 蘇啟宏
(13)人社系 鄭遠合
(17)系統工程 蘇子恩
(21)應化系 許博荃
(25)電機系 陳皓笙

(02)土木系 艾德豪
(06)材料系 曾簡韋杰
(10)生科系 張士竑
(14)系統工程 柳家銘
(18)應數系 林家鴻
(22)電機系 曾永霖
(26)資工系 林揚哲

(03)機械系 蔡忠融
(07)運管系 蘇柏閎
(11)生科系 盧旻威
(15)系統工程 周于哲
(19)應化系 張健瑋
(23)電機系 東禹宏
(27)資工系 王承勳

(04)運管系 陳昭融
(08)系統工程 楊嘉昇
(12)資工系 吳秉澍

(04)管科系 朱哲毅
(08)系統工程 施善騏
(12)電機系 東禹宏
(16)資工系 陳奕維
(20)資工系 邱彥禎

(04)機械系 林郁凱
(08)工工系 張旭霆
(12)生科系 俞子毅
(16)系統工程 楊嘉昇
(20)應化系 徐郁涵
(24)電機系 蘇睿翔
(28)資工系 王培丞

(29)資工系 王健哲

(30)資工系 張介遠

(31)資工系 陳星宇

(32)資工系 鄭佳檳

男乙 4x100 公尺接力 (共 20 隊報名，分 3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
入決賽)
第1組
(01)土木系 A 班
(05)生科系 B 班

(02)材料系
(06)系統工程 D 班

(03)工工系
(07)資工系 B 班

(04)電機系 D 班

(02)資財系
(06)電機系 F 班

(03)傳科系
(07)資工系 C 班

(04)土木系 B 班

(03)運管系
(07)機械系 A

(04)生科系 A

(05)奈米科學

第2組
(01)管科系
(05)應數系
第3組
(02)電機系 C
(06)光電系

男乙 4x400 公尺接力 (共 8 隊報名，錄取前 6 名)
(01)管科系
(05)應數系

(02)土木系 B 班
(06)材料系

(03)工工系
(07)電機系 C 班

(04)光電系
(08)資工系 D 班

男乙 16x200 公尺大隊接力 (共 24 隊報名，分 3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錄取
2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電機系 B 班
(05)電機系 E 班

(02)材料系
(06)應數系

(03)工工系
(07)資工系 A 班

(04)系統工程 B 班
(08)土木系 B 班

(02)資財系
(06)資工系 C 班

(03)電機系 F 班
(07)電機系 C 班

(04)系統工程 F 班
(08)機械系 A 班

(02)運管系
(06)電機系 D 班

(03)生科系(AB 混班)
(07)光電系

(04)電機系 A 班
(08)資工系 B 班

第2組
(01)管科系
(05)應化系
第3組
(01)機械系 B 班
(05)電物系

三、女學生組
女生跳遠 (共 51 人報名)
(01)管科系 周恩彤
(05)運管系 林純安

(02)管科系 王子薇
(06)資財系 吳珮慈

(03)運管系 林岢彣
(07)資財系 陳沛蓉

(04)運管系 梅茵棋
(08)資財系 陳雯馨

(09)電機系 陳芳瑩
(13)電工系 李百加
(17)系統工程 趙邑軒
(21)應數系 黃婉婷
(25)生科系 吳億暄
(29)生科系 王尹杉
(33)生科系 黃婉瑜
(37)人社系 陳怡樺
(41)資工系 吳文心
(45)外文系 曹儷馨
(49)科法所 蔡欣儒

(10)機械系 謝佳臻
(14)應化系 羅文听
(18)系統工程 陳庭怡
(22)資工系 簡伃婕
(26)生科系 鄭安茹
(30)生科系 邱馨平
(34)生科系 劉奕伶
(38)人社系 郭恆如
(42)資工系 陳姵帆
(46)資科所 黃郁閑
(50)奈米科學 何佳頤

女生壘球擲遠 (共 102 人報名)
(01)管科系 牟妤庭
(05)電機系 楊佳迎
(09)應數系 彭宇楨
(13)電工系 溫圓萱
(17)應化系 羅文听
(21)系統工程 趙邑軒
(25)電機系 黃昱璇
(29)電物系 潘芷瑩
(33)應化系 黃葳
(37)管科系 葉欣妤
(41)百川學士 翁麗郡
(45)管科系 楊宛芯
(49)運管系 陳奕靜
(53)生科系 唐生怡
(57)人社系 洪靖淩
(61)電機系 許琇惠
(65)電機系 周瑀倢
(69)資工系 黃品云
(73)資工系 張云臻
(77)應數系 林薇如
(81)工工系 許舒婷
(85)資財系 林加宇
(89)資工系 朱詠田
(93)材料系 許玉玟
(97)資管所 錢玟卉
(101)生科系 陳雨偌

(02)電機系 黃映婕
(06)電機系 李淑萍
(10)管科系 孟芝廷
(14)電機系 李育亭
(18)工工系 林品均
(22)系統工程 謝雯郁
(26)電機系 陳欣亞
(30)電物系 吳沛熏
(34)管科系 鄭今惠
(38)管科系 洪芬芬
(42)光電系 許卉姍
(46)運管系 石采馨
(50)資工系 杜津
(54)生科系 張庭瑄
(58)人社系 楊慧忻
(62)電機系 陳嬿珺
(66)光電系 林雁琳
(70)資工系 李寀菱
(74)資工系 邵筱庭
(78)應化系 周靜依
(82)資財系 陳沛蓉
(86)系統工程 邱沛瑜
(90)資工系 簡姿潁
(94)工工系 賴禹璇
(98)資管所 趙曼婷
(102)資工系 陳存佩

(11)機械系 曾昀婷
(15)電子所 朱陳萱
(19)土木系 王文伶
(23)生科系 陳映蓉
(27)生科系 張巧邑
(31)生科系 唐生怡
(35)生科系 呂佳蓁
(39)人社系 廖奕宣
(43)資工系 邵馨儀
(47)機械系 楊雅旻
(51)奈米科學 汪李芊

(12)光電系 吳昀倩
(16)系統工程 施姍姍
(20)電物系 潘芷瑩
(24)生科系 林曉玫
(28)材料系 周宜婷
(32)生科系 凃姍妮
(36)人社系 陳雯玲
(40)光電系 林雁琳
(44)機械系 楊詠晴
(48)材料系 許玉玟

(03)電機系 蕭可宣
(07)材料系 黃毅瑄
(11)管科系 吳佳蒨
(15)電機系 王庭惠
(19)電子所 朱陳萱
(23)電機系 高翊禎
(27)材料系 羅千妤
(31)應化系 廖苡晴
(35)管科系 蘇婧宜
(39)資財系 何宜霓
(43)材料系 吳昱璉
(47)運管系 葉家瑄
(51)資工系 賈慶郁
(55)人社系 陳禹臻
(59)電機系 游嘉文
(63)電機系 王姿婷
(67)光電系 嚴安如
(71)資工系 李旻融
(75)資工系 徐敏芝
(79)應化系 陳姮安
(83)資財系 徐珮芝
(87)外文系 曹儷馨
(91)資工系 葉昱萱
(95)工工系 陸宇樂
(99)資管所 鄭鈺蓁

(04)電機系 林昕姸
(08)材料系 卓佩萱
(12)管科系 林莞妍
(16)電物系 梁書瑜
(20)環工所 簡子宥
(24)電機系 李悅慈
(28)材料系 蔡心瑜
(32)應化系 顏婕葳
(36)工工系 梁芷瑄
(40)資財系 柯又文
(44)環工所 吳紀蓉
(48)運管系 蕭雅方
(52)生科系 邱馨平
(56)人社系 王品婷
(60)電機系 林昱萱
(64)電機系 段語柔
(68)資工系 麥詠甯
(72)資工系 常乃璇
(76)材料系 黃子芸
(80)管科系 馮曉潼
(84)資財系 蔡昕妤
(88)電機系 張素馨
(92)資工系 梁向儀
(96)工工系 呂宜庭
(100)工工系 鄧雅之

女生 100 公尺 (共 35 人報名，分 5 組，每組取第 1 名，另擇優錄取 3 名進入決賽)
第1組
(01)I301 陳雨偌
(05)N301 汪李芊

(02)H301 王蘋
(06)V304 郭大寧

(03)V309 何嘉婗
(07)Q301 孫郁茹

(04)B301 劉一菲

(02)J301 鄧瑜
(06)O301 張馨云

(03)D303 王子薇
(07)T302 蔡孟涵

(04)I302 白瑄勤
(08)B302 劉思旻

(02)J302 戴宜諮
(06)O304 吳泳霈

(03)F302 鄧雅之
(07)U301 鄭繐齡

(04)H303 余嘉恩

(02)V310 席秉萱
(06)H304 許峪銘

(03)F301 黃靖雯
(07)V301 張綺恩

(04)P302 周宜靜

(03)J304 葉語涵
(07)AE301 郭宛霖

(04)G301 唐君亞

(05)M301 何佳頤

第2組
(01)V308 温柏萱
(05)H302 馮莘雅
第3組
(01)V302 蔣欣穎
(05)K301 陳羿昕
第4組
(01)J303 徐嫚均
(05)Y301 譚佳宜
第5組
(02)V306 林慧旻
(06)P301 林昀臻

女生 200 公尺 (共 16 人報名，分 2 組，每組取前 3 名，另擇優錄取前 2 名進入決
賽)
第1組
(01)J305 陳婕嬅
(05)J307 葉佳怡

(02)O302 簡若雅
(06)P301 林昀臻

(03)D301 楊宜臻
(07)T301 李宥彤

(04)H304 許峪銘
(08)V303 吳念蓉

(02)I302 白瑄勤
(06)V307 孫宜君

(03)J306 吳曼華
(07)J308 周啟翎

(04)O303 曾竹君
(08)D302 周恩彤

第2組
(01)V305 李嘉玲
(05)Q301 孫郁茹

女生 800 公尺 (共 18 人報名，計時錄取前 8 名進入決賽)
(01)機械系 葉品均
(05)系統工程 蔡欣妤
(09)電物系 左穎瑩
(13)資工系 陳虹蓓
(17)資工系 張綺恩

(02)資財系 邱冠樺
(06)系統工程 曾竹君
(10)電物系 周宜靜
(14)資工系 廖兆琪
(18)資工系 孟祥蓉

(03)人社系 張巧韻
(07)系統工程 卓宸蓉
(11)管科系 李宥彤
(15)資工系 李旻融

(04)傳科系 張玳瑋
(08)電物系 林意婕
(12)光電系 諸葛瑄妤
(16)資工系 洪明祺

女生 4x100 公尺接力 (共 40 隊報名，分 5 組，每組取第 1 名，另擇優錄取 3 名進

入決賽)
第1組
(01)土木系(劉芷涵)
(05)應數系(孫郁茹)

(02)工工系(江家妤)
(06)光電系(鄭繐齡)

(03)人社系(張宛婷)
(07)資工系(陳虹蓓)

(04)百川學士(高湘琪)
(08)科法所(陳柔安)

(02)科法所(吳佳穎)
(06)應化系(陳巧芯)

(03)外文系(張珈瑜)
(07)生醫所(謝佳芳)

(04)傳科系(張毓聆)
(08)生科系(阮懿慈)

(02)生科系(陳予婕)
(06)電機系(黃羿寧)

(03)科法所(莊惠雅)
(07)環工所(徐慈君)

(04)奈米科學(鄭采妮)
(08)系統工程(陳姝宇)

(02)資工系(孫宜君)
(06)工工系(朱雅琪)

(03)管科系(王子薇)
(07)科法所(許庭華)

(04)系統工程(戴婕如)
(08)光電系(劉晏芝)

(02)傳科系(陳羿昕)
(06)系統工程(吳泳霈)

(03)電機系(許于軒)
(07)科法所(曹靚)

(04)資工系(李以恩)
(08)奈米科學(陳品妍)

第2組
(01)管科系(王序予)
(05)系統工程(林芷青)
第3組
(01)運管系(黃名菲)
(05)電物系(林意婕)
第4組
(01)應化系(林采瑄)
(05)資財系(吳珮慈)
第5組
(01)生科系(吳紹妤)
(05)電工系(丁宣勻)

女生 12x100 公尺大隊接力 (共 25 隊報名，分 4 組，計時決賽，錄取前 6 名)
第1組
(01)電機系(黃長襄)
(05)百川學士(游心瑜)

(02)工工系(許舒婷)
(06)電物系(左穎瑩)

(03)資財系(張亞均)
(04)人社系(葉佳怡)
(07) 系統工程(張貽軫)

(02)外文系(張珈瑜)
(06)資工系(席秉萱)

(03)生科系(林曉玫)

(04)傳科系(張毓聆)

(02)生科系(楊鈞詒)
(06) 科法所(詹聿修)

(03)電機系(蔡孟涵)

(04)應數系(孫郁茹)

(02)工工系(梁芷瑄)
(06) 應化系(廖冠琪)

(03)電機系(林姿妤)

(04) 資工系(紀竺均)

第2組
(01)運管系(沈芳伶)
(05)電機系(龔楚珺)
第3組
(01)工工系(蔡采㚬)
(05)系統工程(林芷青)
第4組
(01)機械系(劉思妤)
(05)生科系(莊宸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