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項目 名次 獎金 系級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第一名 1000 醫工一 10850026A 張立京

第二名 800 企管一 10821320A 陳明芳

第三名 500 傳設原一 10881007A 林皓之

第一名 1000 機動二 10704066A 劉羽軒

第二名 800 後醫四 10557031A  麥恩索

第三名 500 企管一 10821068A 方文豪

第一名 1000 觀旅原二 10786004A 張品媚

第二名 800 觀旅原四 10586015A 黃雅玟

第三名 500 護理原一 10852210A 張偲妤

第一名 1000 影視三 10619333A 郭哲楊

第二名 800 材料一 10807005A 張文威

第三名 500 後醫四 10557031A  麥恩索

跳高

女生組

男生組

跳遠

女生組

男生組



組別 項目 名次 獎金 系級 學號 姓名

第一名 1000 休閒一 10886043B 張思涵

第二名 800 醫工三 10650099A 莊妤萱

第三名 500 物治一 10854048A 林佳璇

第一名 1000 後醫二 10757021A 葛馬肯

第二名 800 國經一 10877008A 林子鈞

第三名 500 醫學一 10859021A 李政勳

第一名 1000 物治一 10854032A 曾子明

第二名 800 數媒一 10817042A 張卉青

第三名 500 醫工一 10850051A 朱芯妮

第一名 1000 國經一 10877008A 林子鈞

第二名 800 廚藝三 10674326A 陳進全

第三名 500 生科一 10841002A 林煜翔

100公

尺

女生組

男生組

200公

尺

女生組

男生組



組別 項目 名次 獎金 系級 學號 姓名

第一名 1000 醫工一 10850051A 朱芯妮

第二名 800 物治一 10854319A 陳善誼

第三名 500 企管一 10821007A 王品文

第一名 1000 廚藝三 10674326A 陳進全

第二名 800 材料一 10807059A 陳長廷

第三名 500 傳設原一 10881020A 黃凱杰

400公

尺

女生組

男生組



項目

組別

名次

獎金
單位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10854025A 高鈺婷

10854051A 吳泯靜

10854029A 李柏蓁

10854028A 張意瑩

10854043A 尤思云

10854022A 謝佳宜

10854031A 彭奕蓁

10854006A 江立婷

10854033A 曾佳儀

10854056A 余昀蓁

10650099A 莊妤萱

10650003A 鄭婷蓁

10650038A 袁家緣

10650051A 陳嬣萱

10650013A 許毓云

10650041A 莊承軒

10650055A 吳亘恩

10650021A 洪珮馨

10650075A 余憲騏

10650035A 黃子羿

10807014A 邱欣儀

10807006A 薛安婷

10807057A 吳昇晃

10807021A 蔡旻蒓

10807081A 黃顗瑄

10807087A 李美靜

10807015A 許芳瑜

10807076A 奚鈺絜

10807061A 廖育婕

10807060A 徐軒宇

學生

趣味競賽

-

牽手同心

冠軍

6000元
物治系

亞軍

4000元
醫工系

季軍

3000元
材料系



項目

組別

名次

獎金
單位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居留證號
護照號碼

10804038A 姚季壯

10804085A 林鎧

10804014A 王承霈

10804015A 廖俊偉

10804044A 許博鈞

10604048A 曾詠濠

10804040A 曾鼎睿

10804043A 劉冠成

10804052A 蔡超然

10804032A 卓葳琦

10804042A 王子維

10404019A 朱浩恩

10850067A 相昌霈

10850073A 蘇逸軒

10850084A 陳柏霖

10750046A 郭瑞明

10850302A 蔣真心

10650012A 吳峻鋒

10850075A 蘇呈奕

10750045A 蔡承諺

10650023A 范閎翔

10850034A 林政廷

大隊接力

男生組

冠軍

6000元
機動系

亞軍

4000元
後醫系

季軍

3000元
醫工系



項目

組別

名次

獎金
單位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10854032A 曾子明

10854051A 吳泯靜

10854022A 謝佳宜

10854056A 余昀蓁

10854025A 高鈺婷

10854030A 洪琳雅

10854033A 曾佳儀

10854028A 張意瑩

10854043A 尤思云

10854009A 蘇珮涵

10850016A 蘇珉仟

10850014A 許子宣

10850043A 蘇鈺珊

10850026A 張立京

10850017A 溫方旎

10850018A 余芮希

10650099A 莊妤萱

10650003A 鄭婷蓁

10650051A 陳嬣萱

10850099A 黃 恩

大隊接力

女生組

冠軍

6000元
物治系

亞軍

4000元
醫工系

季軍

3000元
後醫系



項目

獎金
單位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10650073A 蒲翰緯

10650043A 方義典

10750089A 劉昆軒

10550018A 陳威竣

10550052A 黃暉銓

10850071A 李騏安

10850085A 王竣弘

10850002A 施承濬

10850059A 歐昱廷

10850024A 劉彥甫

10850090A 楊子建

10850007A 戴　威

10850097A 林冠霆

10850102A 莊沅智

10850044A 蕭榮德

10850050A 陳慶龍

10850003A 林庭緯

10850019A 陳彥丞

10650023A  范閎翔

10650015A  陳渤翰

拔河

三連霸

男生組

6000元

醫工系



組別
名次

獎金
學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10705089A 郭育岑

10571059A 游采穎

10701140A 蘇庭慧

10623019A 邵逸涵

10850018A 余芮希

10850051A 朱芯妮

10850081A 陳睿婷

10810061A 鄭培儀

10872029A 孫筱惠

10876026A 詹媛婷

10886043B 張思涵

10872011A 朱玉文

10586029A 蔡智堯

10786031A 林杰

10586023A 郭家任

10855042A  林育愷

10755313A 鄭敬峰

10755054A  溫祐寬

10805037A 溫晉佾

10807058A 李典翳

10823058A 林宗鶴

男生組

冠軍

6000元

亞軍

4000元

季軍

3000元

29週年校慶獎金發放清冊---3對3籃球賽

冠軍

6000元

亞軍

4000元

季軍

3000元

女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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