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 
成績總表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 

四、協辦單位：新竹市立體育場、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警察局、 

新竹市衛生局、新竹市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新竹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游泳委員會、 

新竹市立成德高中、新竹市立香山高中、 

中華民國國際體育運動志工交流協會、榮福股份有限公司。 

五、比賽日期：109 年 9 月 22 日至 24（星期二、三、四）共計 3 天。 

七、比賽地點：新竹市立田徑場。 

八、核准文號：府教體字第 109010649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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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成績 
 

國小男乙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高峰國小 67 2 2 3 1 0 3 

第 2 名 朝山國小 61 1 2 4 1 1 1 
第 3 名 清華附小 53 3 2 0 2 0 0 

第 4 名 曙光小學 40 1 1 1 1 1 0 

 
國小男甲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關東國小 69 2 2 3 0 3 1 
第 2 名 北門國小 51 1 3 2 1 0 1 

第 3 名 三民國小 50 2 1 1 2 1 1 

第 4 名 龍山國小 47 2 2 1 1 0 1 

 
國中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育賢國中 82 4 3 1 2 1 1 
第 2 名 竹光國中 72 2 2 2 3 2 1 

第 3 名 培英國中 69 3 1 3 0 2 1 
第 4 名 光武國中 69 2 4 3 1 0 0 

 
高中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成德高中 383 20 16 13 2 0 1 

第 2 名 新竹高商 75 1 2 0 4 4 4 
第 3 名 新竹高中 73 0 0 3 5 5 2 
第 4 名 新竹高工 52 0 4 2 0 1 1 

 
大專社會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清華大學 198 9 9 4 3 1 3 
第 2 名 東區公所 159 7 7 4 1 3 1 

第 3 名 交通大學 92 3 1 4 4 2 1 

第 4 名 香山區 58 3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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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女乙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大庄國小 58 1 2 3 1 0 3 

第 2 名 清華附小 50 3 1 1 1 0 1 
第 3 名 高峰國小 45 2 0 1 1 2 1 

第 4 名 科園國小 40 3 1 0 0 1 0 

 
國小女甲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關東國小 76 3 4 1 2 0 1 

第 2 名 龍山國小 63 1 2 2 1 3 3 

第 3 名 建功國小 45 1 2 1 0 3 0 
第 4 名 三民國小 38 1 1 1 2 1 0 

 
國中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光武國中 144 7 4 5 2 2 1 

第 2 名 成德國中 86 3 3 1 1 4 1 
第 3 名 富禮國中 55 1 3 1 1 1 3 
第 4 名 培英國中 46 2 1 1 2 0 1 

 
高中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成德高中 243 17 7 6 1 0 0 

第 2 名 新竹女中 124 3 6 2 5 3 2 
第 3 名 新竹高工 37 0 2 2 1 0 2 
第 4 名 新竹高商 29 0 0 1 1 4 0 

 
大專社會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清華大學 168 10 7 4 1 0 0 

第 2 名 東區公所 57 5 1 0 1 0 0 
第 3 名 交通大學 44 0 3 2 1 1 0 
第 4 名 北區區公所 28 1 1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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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4 項：國小男乙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硯鈞 大庄國小 00:08.88 

2 鄭維愷 清華附小 00:09.10 

3 黃少謙 高峰國小 00:09.13 

4 劉禹進 高峰國小 00:09.44 

5 林庚翰 曙光小學 00:09.49 

6 蔡宇恩 虎林國小 00:09.55 

6 郭子銘 康橋小學 00:09.55 

6 陳均翰 虎林國小 00:09.55 

9 謝承侑 水源國小 00:09.56 

10 林于桀 康橋小學 00:09.64 

11 范希仲 高峰國小 00:09.65 

12 王昱杰 朝山國小 00:09.68 

13 陳彥宇 清華附小 00:09.78 

14 陳品澄 茄苳國小 00:09.79 

15 徐振皓 竹蓮國小 00:09.87 

16 羅聃持 青草湖國小 00:09.88 

17 謝岳奇 內湖國小 00:09.90 

18 吳定禹 青草湖國小 00:09.91 

19 林萬福 朝山國小 00:09.92 

19 陳宇鴻 竹蓮國小 00:09.92 

21 郭子睿 曙光小學 00:09.97 

22 林柏廷 茄苳國小 00:10.03 

23 張宇崴 青草湖國小 00:10.09 

24 巫恩宥 清華附小 00:10.10 

25 曾子恩 水源國小 00:10.12 

26 樓庭誠 曙光小學 00:10.13 

26 劉晉銓 水源國小 00:10.13 

28 楊俊一 虎林國小 00:10.15 

29 李邵韓 內湖國小 00:10.25 

30 陳宥辰 康橋小學 00:10.38 

31 何寬澤 竹蓮國小 00:10.40 

32 張祐家 茄苳國小 00:10.47 

33 林杰潁 朝山國小 00:10.59 

34 呂冠鴻 大湖國小 00:10.73 

35 許承軒 大湖國小 00:10.77 

36 蔡祐嘉 關埔國小 00:10.81 

37 陳詹諺 南隘國小 00:10.86 

38 鄭凱勛 頂埔國小 00:10.88 

39 邱祥竣 關埔國小 00:10.90 

40 謝博勛 南隘國小 00:11.08 

41 林益樂 關埔國小 00:11.44 

42 曾禹睿 內湖國小 00:11.51 

孫承玄 港南國小 違規 

陳彥榮 大庄國小 棄權 

蔡廉翊 大庄國小 棄權 
 

第 360 項：國小男乙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硯鈞 大庄國小 00:08.76 

2 鄭維愷 清華附小 00:08.78 

3 黃少謙 高峰國小 00:09.10 

4 林庚翰 曙光小學 00:09.56 

第 360 項：國小男乙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郭子銘 康橋小學 00:09.57

6 蔡宇恩 虎林國小 00:09.58

6 劉禹進 高峰國小 00:09.58

8 陳均翰 虎林國小 00:09.96
 

第 280 項：國小男乙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仲軒 高峰國小 00:14.07

2 黃昱鈞 清華附小 00:14.21

3 莊硯鈞 大庄國小 00:14.28

4 林彥呈 清華附小 00:14.61

5 徐珉皓 內湖國小 00:15.06

6 范希仲 高峰國小 00:15.37

7 陳柏勳 高峰國小 00:15.40

8 黃少鈞 頂埔國小 00:15.45

9 蔡宇恩 虎林國小 00:15.53

10 陳頡 曙光小學 00:15.62

11 陳香璿 竹蓮國小 00:15.68

12 顏愷均 水源國小 00:15.83

13 林于桀 康橋小學 00:15.89

14 林兆軒 青草湖國小 00:15.90

14 陳均翰 虎林國小 00:15.90

16 王致程 水源國小 00:15.93

17 郭子銘 康橋小學 00:15.98

18 古祐綸 茄苳國小 00:16.00

19 曹佑晨 清華附小 00:16.02

20 林萬福 朝山國小 00:16.04

21 賴致穎 曙光小學 00:16.17

21 葉翊楷 虎林國小 00:16.17

23 陳星宇 水源國小 00:16.19

24 朱濬意 內湖國小 00:16.27

24 李明翰 青草湖國小 00:16.27

26 林侑立 竹蓮國小 00:16.35

27 黃原信 竹蓮國小 00:16.53

28 吳定禹 青草湖國小 00:16.56

29 蕭恩杰 曙光小學 00:16.77

30 張祐瑊 關埔國小 00:16.97

30 蕭瑞霆 康橋小學 00:16.97

32 萬哲維 頂埔國小 00:17.14

33 林杰潁 朝山國小 00:17.22

34 曾禹睿 內湖國小 00:17.30

35 李明峰 關埔國小 00:17.61

36 鄭凱勛 頂埔國小 00:17.93

37 徐家澤 南隘國小 00:18.40

38 傅室善 關埔國小 00:18.42

王昱杰 朝山國小 違規 

謝齊恩 大庄國小 棄權 

楊淯勝 大庄國小 棄權 
 

第 294 項：國小男乙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昱鈞 清華附小 0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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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4 項：國小男乙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莊硯鈞 大庄國小 00:14.29 

3 姜仲軒 高峰國小 00:14.40 

4 徐珉皓 內湖國小 00:14.88 

4 林彥呈 清華附小 00:14.88 

6 黃少鈞 頂埔國小 00:15.14 

7 范希仲 高峰國小 00:15.71 

8 陳柏勳 高峰國小 00:15.79 
 

第 208 項：國小男乙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昱鈞 清華附小 00:29.13 

2 楊尚謙 朝山國小 00:30.68 

3 黃竫硯 高峰國小 00:30.99 

4 徐珉皓 內湖國小 00:31.10 

5 謝昊佑 朝山國小 00:31.35 

6 胡嘉祐 高峰國小 00:31.83 

7 楊宸安 竹蓮國小 00:31.85 

8 李家均 朝山國小 00:32.33 

9 黃少鈞 頂埔國小 00:32.60 

10 洪愷昱 虎林國小 00:33.08 

11 曾方鴻 青草湖國小 00:33.52 

12 楊宥澤 曙光小學 00:33.62 

13 陳致逸 大庄國小 00:34.24 

14 戴麥捷 高峰國小 00:34.40 

15 羅聃持 青草湖國小 00:34.42 

16 彭奕淮 清華附小 00:34.49 

17 王彥博 虎林國小 00:34.55 

18 樓庭誠 曙光小學 00:34.89 

19 李昭慶 竹蓮國小 00:35.01 

20 彭冠齊 虎林國小 00:35.20 

21 謝岳奇 內湖國小 00:35.32 

22 陳柏瑋 清華附小 00:35.41 

23 陳相寰 康橋小學 00:35.81 

24 葉坤德 青草湖國小 00:35.97 

25 郭子睿 曙光小學 00:36.54 

26 吳銘峻 竹蓮國小 00:37.81 

27 萬哲維 頂埔國小 00:37.96 

28 吳昕澤 康橋小學 00:38.26 

29 李俊偉 內湖國小 00:38.47 

30 謝宇禮 關埔國小 00:39.00 

31 洪德耘 關埔國小 00:40.00 

32 蔡姚仲 關埔國小 00:41.66 

楊淯勝 大庄國小 棄權 

劉亮甫 康橋小學 棄權 
 

第 230 項：國小男乙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昱鈞 清華附小 00:29.27 

2 楊尚謙 朝山國小 00:30.43 

3 黃竫硯 高峰國小 00:30.86 

4 徐珉皓 內湖國小 00:31.16 

5 謝昊佑 朝山國小 00:31.23 

第 230 項：國小男乙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胡嘉祐 高峰國小 00:31.66

7 李家均 朝山國小 00:32.22

8 楊宸安 竹蓮國小 00:32.31
 

第 204 項：國小男乙 3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黎律頡 曙光小學 19:32.46

2 卓鉅翰 竹蓮國小 20:44.99

3 劉語衡 曙光小學 21:04.62

4 張辰愷 朝山國小 21:04.66

5 蔡廉梃 大庄國小 21:32.11

6 林辰澤 朝山國小 21:45.86

7 曾子軒 竹蓮國小 21:49.22

8 吳旻叡 曙光小學 22:08.56

9 蔡承佑 清華附小 22:24.25

10 張祐家 茄苳國小 23:16.85

11 古易崘 茄苳國小 23:20.23

12 李育安 港南國小 23:22.58

13 廖煜祥 茄苳國小 25:02.23

14 鍾毓恩 港南國小 25:05.44

張彥瑋 清華附小 違規 

楊淳家 朝山國小 違規 

周昱承 清華附小 違規 
 

第 252 項：國小男乙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清華附小 00:58.00

2  朝山國小 00:58.30

3  高峰國小 00:58.87

4  竹蓮國小 01:00.41

5  青草湖國小 01:00.77

6  大庄國小 01:01.42

7  水源國小 01:01.91

8  曙光小學 01:02.03

9  虎林國小 01:02.34

10  康橋小學 01:04.03

11  頂埔國小 01:04.50

12  內湖國小 01:07.22

13  茄苳國小 01:10.19

14  關埔國小 01:10.67
 

 

 

第 312 項：國小男乙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胡嘉祐 黃少謙

范希仲 姜仲軒
高峰國小 00:57.39

 

2
鄭維愷 林彥呈

蔡弦澄 林上晏
清華附小 00:57.61

 

3
李家均 謝昊佑

吳政穎 楊尚謙
朝山國小 00:57.73

 

4
楊宸安 林侑立

韋仕恩 許睿恩
竹蓮國小 0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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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2 項：國小男乙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蔡廉梃 莊硯鈞 
楊明祐 陳有力 

大庄國小 01:00.74 
 

6 
羅聃持 范振閔 
陳佑庭 林兆軒 

青草湖國小 01:01.14 
 

7 
楊宥澤 蕭恩杰 
賴致穎 陳頡 

曙光小學 01:02.05 
 

8 
顏愷均 謝承侑 
曾子恩 王致程 

水源國小 01:02.14 
 

 

第 350 項：國小男乙 4×2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清華附小 02:00.75 

2  高峰國小 02:01.38 

3  朝山國小 02:03.35 

4  竹蓮國小 02:08.76 

5  青草湖國小 02:12.16 

6  大庄國小 02:12.56 

7  虎林國小 02:12.69 

8  水源國小 02:13.19 

9  曙光小學 02:14.81 

10  茄苳國小 02:15.02 

11  內湖國小 02:17.95 

12  康橋小學 02:35.02 

13  關埔國小 02:36.03 

 頂埔國小 違規 
 

第 384 項：國小男乙 4×2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維愷 林上晏 
林彥呈 黃昱鈞 

清華附小 02:01.51 
 

2 
胡嘉祐 黃少謙 
黃竫硯 姜仲軒 

高峰國小 02:02.06 
 

3 
李家均 謝昊佑 
吳政穎 楊尚謙 

朝山國小 02:04.78 
 

4 
楊宸安 吳文豪 
林侑立 許睿恩 

竹蓮國小 02:09.74 
 

5 
陳致逸 陳有力 
蔡廉梃 楊明祐 

大庄國小 02:13.91 
 

6 
顏愷均 謝承侑 
曾子恩 陳星宇 

水源國小 02:15.69 
 

7 
洪愷昱 許晧鎧 
陳均翰 王彥博 

虎林國小 02:16.25 
 

 
曾方鴻 范振閔 
陳佑庭 林兆軒 

青草湖國小 
 

違規 

 

第 161 項：國小男乙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塏元 高峰國小 48.39 

2 鄭裕豐 高峰國小 48.01 

3 洪志豪 科園國小 46.70 

4 洪愷昱 虎林國小 46.59 

5 林家齊 科園國小 42.53 

6 陳星佑 高峰國小 41.87 

第 161 項：國小男乙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蔡弦澄 清華附小 41.15 

8 謝敬智 內湖國小 41.09 

9 陳佑庭 青草湖國小 40.35 

10 吳文豪 竹蓮國小 40.16 

吳蘊祐 竹蓮國小 不計名 

彭丞珞 頂埔國小 不計名 

陳奕安 竹蓮國小 不計名 

陳立杰 頂埔國小 不計名 

范振閔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呂承鑫 朝山國小 不計名 

魏振盛 朝山國小 不計名 

楊祐昊 朝山國小 不計名 

李育安 港南國小 不計名 

彭湘博 頂埔國小 不計名 

林凱偉 大庄國小 不計名 

羅凱鴻 港南國小 不計名 

陳致逸 大庄國小 不計名 

陳啟祐 南隘國小 不計名 

余昊翔 水源國小 不計名 

彭奕淮 清華附小 不計名 

劉祐銓 茄苳國小 不計名 

紀禾揚 茄苳國小 不計名 

陳宥誠 虎林國小 不計名 

鍾侑軒 內湖國小 不計名 

曹佑晨 清華附小 不計名 

王晨宇 內湖國小 不計名 

曾毅承 大庄國小 不計名 

彭品碩 科園國小 棄權 

葉翊楷 虎林國小 棄權 
 

第 132 項：國小男乙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奕憲 朝山國小 12.37 

2 吳政穎 朝山國小 10.21 

3 王誌浩 朝山國小 9.29 

4 鄭裕豐 高峰國小 8.60 

5 賴恩佐 竹蓮國小 8.55 

6 張軒銘 青草湖國小 8.27 

7 江誌祐 大庄國小 7.56 

8 陳家穎 曙光小學 7.56 

9 郭泓成 大庄國小 7.38 

10 張兆辰 內湖國小 7.34 

陳星佑 高峰國小 不計名 

黃塏元 高峰國小 不計名 

黃奕硯 曙光小學 不計名 

林俊澄 竹蓮國小 不計名 

莊易樺 竹蓮國小 不計名 

施又誠 港南國小 不計名 

楊祐嘉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楊元碩 虎林國小 不計名 

曾毅凡 頂埔國小 不計名 

蔡承佑 清華附小 不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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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項：國小男乙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張彥瑋 清華附小 不計名 

劉祐銓 茄苳國小 不計名 

廖鈺承 茄苳國小 不計名 

許丞毅 茄苳國小 不計名 

蔡昊訏 內湖國小 不計名 

趙泓濬 內湖國小 不計名 

張宸愷 虎林國小 不計名 

吳礎羽 大庄國小 不計名 
 

第 101 項：國小男乙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旻佑 科園國小 1.16 

2 黎律頡 曙光小學 1.15 

翁維則 科園國小 不計名 

王岦丞 竹蓮國小 不計名 

柯呈允 曙光小學 不計名 

吳佑承 竹蓮國小 不計名 

韋仕恩 竹蓮國小 不計名 
 

第 126 項：國小男乙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睿恩 竹蓮國小 3.98 

2 紀禾揚 茄苳國小 3.67 

3 林辰澤 朝山國小 3.55 

4 巫恩宥 清華附小 3.43 

5 趙 向 曙光小學 3.41 

6 韋仕恩 竹蓮國小 3.37 

7 賴柏臻 曙光小學 3.34 

8 王宥程 青草湖國小 3.23 

9 范植澔 高峰國小 3.07 

10 林上晏 清華附小 3.04 

11 蕭博謙 內湖國小 2.98 

12 彭冠齊 虎林國小 2.96 

12 孫士博 內湖國小 2.96 

14 孫承玄 港南國小 2.95 

15 張宇崴 青草湖國小 2.76 

16 林柏廷 茄苳國小 2.70 

17 李明峰 關埔國小 2.66 

18 賴宥勛 關埔國小 2.65 

19 鄞承悅 朝山國小 2.57 

20 張辰愷 朝山國小 2.38 

21 陳家穎 曙光小學 2.30 

22 謝宇禮 關埔國小 2.23 

23 陳泊諭 虎林國小 2.18 

劉禹進 高峰國小 不計名 

吳佑承 竹蓮國小 不計名 

羅凱鴻 港南國小 棄權 

楊俊一 虎林國小 棄權 

李訢寧 清華附小 棄權 

古祐綸 茄苳國小 棄權 

黃力玹 內湖國小 棄權 
 

第 502 項：國小男乙三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煒智 科園國小 1257 

2 楊睿泓 青草湖國小 1172 

3 陳羿安 科園國小 1129 

4 黃子齊 科園國小 1128 

5 胡皓翔 竹蓮國小 1045 

6 范嘉宇 青草湖國小 1011 

7 蔡子皓 曙光小學 772 

8 陳昕 曙光小學 749 

9 林忠毅 曙光小學 592 

10 黃勁豪 清華附小 506 

11 姜柏璋 青草湖國小 423 

12 黃勁嘉 清華附小 378 

劉宏策 清華附小 133  

李博承 竹蓮國小 197  
 

第 526 項：國小男乙三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羿安 科園國小 00:14.58

2 陳煒智 科園國小 00:14.89

2 黃子齊 科園國小 00:14.89

4 范嘉宇 青草湖國小 00:15.27

5 胡皓翔 竹蓮國小 00:15.33

6 楊睿泓 青草湖國小 00:15.34

7 黃勁豪 清華附小 00:16.00

8 陳昕 曙光小學 00:16.21

9 姜柏璋 青草湖國小 00:16.53

10 林忠毅 曙光小學 00:16.63

11 蔡子皓 曙光小學 00:16.76

12 黃勁嘉 清華附小 00:17.17

13 劉宏策 清華附小 00:18.36

14 李博承 竹蓮國小 00:19.30
 

第 525 項：國小男乙三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睿泓 青草湖國小 8.77 

2 陳昕 曙光小學 8.71 

3 胡皓翔 竹蓮國小 8.18 

4 林忠毅 曙光小學 7.00 

5 蔡子皓 曙光小學 6.56 

6 陳煒智 科園國小 6.35 

7 范嘉宇 青草湖國小 6.12 

8 陳羿安 科園國小 5.72 

9 黃子齊 科園國小 5.61 

10 李博承 竹蓮國小 4.82 

11 黃勁豪 清華附小 4.52 

12 黃勁嘉 清華附小 4.48 

13 姜柏璋 青草湖國小 4.15 

14 劉宏策 清華附小 3.79 
 

第 524 項：國小男乙三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煒智 科園國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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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4 項：國小男乙三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黃子齊 科園國小 1.30 

3 陳羿安 科園國小 1.25 

4 范嘉宇 青草湖國小 1.20 

4 楊睿泓 青草湖國小 1.20 

6 蔡子皓 曙光小學 1.10 

6 胡皓翔 竹蓮國小 1.10 

劉宏策 清華附小 不計名 

黃勁豪 清華附小 不計名 

黃勁嘉 清華附小 不計名 

姜柏璋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陳昕 曙光小學 不計名 

林忠毅 曙光小學 不計名 

李博承 竹蓮國小 不計名 
 

第 336 項：國小男甲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承恩 三民國小 00:08.47 

2 何宇城 關東國小 00:08.62 

3 林子畯 載熙國小 00:08.64 

4 胡壹鴻 陽光國小 00:08.69 

5 何孟恩 民富國小 00:08.79 

6 張泓御 舊社國小 00:08.81 

7 賴重暵 關東國小 00:08.83 

8 汪立鈞 三民國小 00:08.84 

9 曾子于 關東國小 00:08.85 

10 洪瑞緣 龍山國小 00:08.86 

11 陳柏宇 東門國小 00:08.99 

12 范祐凱 建功國小 00:09.03 

13 彭晨博 新竹國小 00:09.05 

14 朱祐君 民富國小 00:09.08 

15 李秉宸 陽光國小 00:09.10 

16 張展勗 西門國小 00:09.14 

17 張育菘 建功國小 00:09.15 

18 蔡哲旻 香山國小 00:09.17 

19 王以樂 陽光國小 00:09.18 

19 余城燁 東門國小 00:09.18 

21 賴宇祐 龍山國小 00:09.21 

22 林佑宸 新竹國小 00:09.33 

23 程子瑜 建功國小 00:09.34 

24 郭宥呈 龍山國小 00:09.38 

25 楊書竣 民富國小 00:09.41 

25 黃梓軒 新竹國小 00:09.41 

27 秦學諒 舊社國小 00:09.46 

27 洪振愷 東園國小 00:09.46 

29 邵凡睿 北門國小 00:09.51 

30 謝尚均 東門國小 00:09.53 

31 林羿辰 香山國小 00:09.54 

32 趙宇博 西門國小 00:09.55 

33 楊珉齊 西門國小 00:09.56 

34 洪冠福 載熙國小 00:09.63 

35 徐楷翔 南寮國小 00:09.73 

36 曾舜鴻 北門國小 00:09.79 

第 336 項：國小男甲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7 邱柏鈞 北門國小 00:09.88

38 林威碩 載熙國小 00:09.89

39 黃宸緯 東園國小 00:10.02

40 陳士齊 南寮國小 00:10.16

41 朱喆琛 園區實小 00:10.18

42 吳君麟 三民國小 00:10.30

43 曾蕭衡 園區實小 00:10.40

林瑞鑫 香山國小 棄權 

陳柏侑 東園國小 棄權 
 

第 362 項：國小男甲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承恩 三民國小 00:08.48

2 何宇城 關東國小 00:08.61

3 汪立鈞 三民國小 00:08.68

4 何孟恩 民富國小 00:08.70

5 胡壹鴻 陽光國小 00:08.72

6 林子畯 載熙國小 00:08.73

7 張泓御 舊社國小 00:08.94

8 賴重暵 關東國小 00:08.96
 

第 282 項：國小男甲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凱薰 新竹國小 00:13.35

2 王嵃可 北門國小 00:13.41

3 黃宥翔 關東國小 00:13.85

4 江承恩 三民國小 00:14.01

5 何宇城 關東國小 00:14.25

6 張泓御 舊社國小 00:14.36

7 王彥斌 東園國小 00:14.41

8 倪晨銘 北門國小 00:14.42

9 張殷瑋 龍山國小 00:14.47

10 連冠淳 龍山國小 00:14.51

11 汪立鈞 三民國小 00:14.54

12 李秉宸 陽光國小 00:14.64

13 曾子于 關東國小 00:14.67

14 王峻彥 民富國小 00:14.79

15 呂家深 西門國小 00:14.85

16 吳丞韋 龍山國小 00:14.87

16 王策平 陽光國小 00:14.87

18 彭晨博 新竹國小 00:14.92

19 林子程 載熙國小 00:15.01

20 曹鋒淇 東門國小 00:15.05

21 范祐凱 建功國小 00:15.06

22 王以樂 陽光國小 00:15.22

23 程子瑜 建功國小 00:15.24

24 李羿承 西門國小 00:15.30

25 吳其昕 載熙國小 00:15.33

26 劉胤賢 東園國小 00:15.45

27 王宸睿 建功國小 00:15.52

28 謝昀旂 新竹國小 00:15.65

29 謝尚均 東門國小 0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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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2 項：國小男甲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0 張菘晏 西門國小 00:15.73 

31 莊鈞皓 三民國小 00:15.79 

32 蔡方福 民富國小 00:15.86 

32 羅御嘉 東門國小 00:15.86 

34 范致愷 香山國小 00:15.97 

35 林羿辰 香山國小 00:16.10 

36 徐楷翔 南寮國小 00:16.17 

37 鄭承哲 民富國小 00:16.19 

38 葉宥辰 北門國小 00:16.49 

39 陳士齊 南寮國小 00:16.68 

黎世恩 東園國小 棄權 

林瑞鑫 香山國小 棄權 

朱家陞 南寮國小 棄權 
 

第 296 項：國小男甲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凱薰 新竹國小 00:13.08 

2 王嵃可 北門國小 00:13.31 

3 黃宥翔 關東國小 00:13.79 

4 江承恩 三民國小 00:13.89 

5 何宇城 關東國小 00:14.09 

6 倪晨銘 北門國小 00:14.43 

6 張泓御 舊社國小 00:14.43 

8 王彥斌 東園國小 00:14.56 
 

第 210 項：國小男甲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嵃可 北門國小 00:27.75 

2 張殷瑋 龍山國小 00:28.65 

3 許之凱 龍山國小 00:29.44 

4 倪晨銘 北門國小 00:29.58 

5 沈暐智 關東國小 00:30.13 

6 謝承翰 東門國小 00:30.40 

7 趙子維 東園國小 00:30.43 

8 吳宸瀚 民富國小 00:30.46 

9 羅暠 關東國小 00:30.72 

9 楊家瑋 三民國小 00:30.72 

11 林語宥 關東國小 00:30.81 

12 魏宸昱 龍山國小 00:30.83 

13 賴德儒 建功國小 00:31.23 

14 劉宏運 新竹國小 00:31.43 

15 張祐承 民富國小 00:31.47 

16 李冠霆 載熙國小 00:31.73 

17 柯智文 新竹國小 00:31.77 

18 徐士竣 新竹國小 00:31.81 

19 連品彥 東園國小 00:31.94 

20 王宸睿 建功國小 00:32.34 

21 李羿承 西門國小 00:32.39 

22 黃信謙 建功國小 00:32.65 

23 張菘晏 西門國小 00:32.68 

24 石紹廷 陽光國小 00:33.08 

25 汪柏寺 三民國小 00:33.37 

第 210 項：國小男甲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6 莊汮浩 民富國小 00:33.79

27 湛宇粲 陽光國小 00:33.80

28 蘇庭軒 東門國小 00:33.83

29 洪冠福 載熙國小 00:33.96

30 林祐寬 陽光國小 00:34.08

31 劉學璟 載熙國小 00:34.65

32 林奕翔 東門國小 00:35.74

33 陳文璿 南寮國小 00:37.00

34 林庭宇 北門國小 00:37.29

35 李浚碩 三民國小 00:38.70

劉又熙 西門國小 棄權 

李育昇 東園國小 棄權 
 

第 232 項：國小男甲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嵃可 北門國小 00:27.53

2 張殷瑋 龍山國小 00:28.39

3 許之凱 龍山國小 00:29.33

4 倪晨銘 北門國小 00:29.87

5 沈暐智 關東國小 00:30.14

6 趙子維 東園國小 00:30.17

7 吳宸瀚 民富國小 00:30.18

8 謝承翰 東門國小 00:30.30
 

第 206 項：國小男甲 3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宇弘 關東國小 16:29.07 破大會紀錄 17:00.16

2 林大崴 載熙國小 16:34.28 破大會紀錄 17:00.16

3 温家均 載熙國小 16:49.05 破大會紀錄 17:00.16

4 鄭顥澤 載熙國小 17:19.15

5 許宸晰 園區實小 17:59.32

6 陳彥淳 西門國小 18:07.66

7 賴柏叡 關東國小 18:37.65

8 何恭誼 龍山國小 18:42.02

9 曾子千 關東國小 19:58.49

10 謝富淳 西門國小 20:02.99

11 嚴友謙 龍山國小 20:28.47

12 莊家宸 三民國小 20:32.99

13 蘇宥丞 龍山國小 21:01.85

14 盧宥均 園區實小 22:01.95

15 莊承竣 西門國小 22:11.37

16 倪元熙 三民國小 22:30.91

17 張鈞閎 建功國小 22:48.31

18 邱宥凱 建功國小 24:26.71

蔡宗融 東門國小 違規 

王品淵 東門國小 違規 

劉致元 東門國小 違規 

楊定鈞 建功國小 違規 

謝定軒 三民國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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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4 項：國小男甲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關東國小 00:54.29 

2  龍山國小 00:54.67 

3  新竹國小 00:54.87 

4  民富國小 00:56.69 

5  三民國小 00:56.92 

6  建功國小 00:57.05 

7  東門國小 00:57.21 

8  西門國小 00:57.55 

9  東園國小 00:58.69 

10  載熙國小 00:58.97 

11  香山國小 01:01.06 

12  陽光國小 01:01.99 

13  北門國小 01:03.36 

園區實小 棄權 
 

第 314 項：國小男甲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暐智 黃宥翔 
林語宥 何宇城 

關東國小 00:54.31 
 

2 
彭晨博 徐士竣 
劉宏運 姜凱薰 

新竹國小 00:55.33 
 

3 
陳品叡 吳宸瀚 
張祐承 何孟恩 

民富國小 00:55.91 
 

4 
莊家宸 楊家瑋 
汪立鈞 江承恩 

三民國小 00:56.17 
 

5 
曹鋒淇 謝承翰 
余城燁 陳柏宇 

東門國小 00:57.03 
 

6 
范祐凱 張育菘 
王宸睿 程子瑜 

建功國小 00:57.83 
 

7 
張展勗 黃宥澄 
張菘晏 呂家深 

西門國小 00:58.61 
 

 
許之凱 張殷瑋 
洪瑞緣 連冠淳 

龍山國小 
 

違規 

 

第 352 項：國小男甲 4×2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龍山國小 01:56.82 

2  北門國小 01:58.04 

3  關東國小 01:59.40 

4  東門國小 02:01.13 

5  西門國小 02:02.16 

6  陽光國小 02:02.63 

7  新竹國小 02:04.21 

8  載熙國小 02:04.79 

9  民富國小 02:05.54 

10  建功國小 02:08.08 

11  三民國小 02:09.57 

東園國小 違規 
 

第 386 項：國小男甲 4×2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之凱 連冠淳 
魏宸昱 洪瑞緣 

龍山國小 01:56.93 
 

第 386 項：國小男甲 4×2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倪晨銘 王嵃可

范子星 吳宇喆
北門國小 01:58.64

 

3
沈暐智 羅暠 

曾子于 賴重暵
關東國小 02:02.33

 

4
張展勗 黃宥澄

李羿承 呂家深
西門國小 02:02.98

 

5
曹鋒淇 謝承翰

陳柏宇 余城燁
東門國小 02:03.36

 

6
劉宏運 徐士竣

黃梓軒 吳政龍
新竹國小 02:05.84

 

7
李秉宸 王策平

石紹廷 蕭華廷
陽光國小 02:06.27

 

8
林威碩 林子程

吳其昕 林子畯
載熙國小 02:06.83

 
 

第 125 項：國小男甲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廷翰 民富國小 52.68 

2 莊冠柏 三民國小 46.96 

3 李政勳 建功國小 44.94 

4 蔡哲旻 香山國小 43.54 

5 郭帛晉  園區實小 43.22 

6 葉紹頎 三民國小 42.33 

7 孫岳宸 三民國小 41.02 

8 鄭名傑 東門國小 40.38 

9 汪熙程 香山國小 38.80 

10 陳文璿 南寮國小 38.72 

楊皓宇 香山國小 不計名 

楊兆翔 北門國小 不計名 

王奕喆 新竹國小 不計名 

陳重谷 建功國小 不計名 

王彥勛 北門國小 不計名 

涂盛琰 西門國小 不計名 

張鈞凱 西門國小 不計名 

彭迎甫 南寮國小 不計名 

鍾亞桐 關東國小 不計名 

王宸緯 北門國小 不計名 

陳冠霖 龍山國小 不計名 

吳丞硯 龍山國小 不計名 

蘇宥丞 龍山國小 不計名 

莊哲愷 民富國小 不計名 

顏田子盛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劉枻軒 民富國小 不計名 

徐翊家 舊社國小 不計名 

王奕承 西門國小 不計名 

陳柏文 建功國小 不計名 

曹宇豪 新竹國小 不計名 

蔣尚諺 東園國小 棄權 

洪浩閔 東門國小 棄權 

林承燁 東園國小 棄權 

朱家陞 南寮國小 棄權 

林昀樂 東園國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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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 項：國小男甲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禹中 龍山國小 10.89 

2 余星誼 北門國小 9.76 

3 曾柏睿 北門國小 9.39 

4 王集煊 載熙國小 9.38 

5 胡壹鴻 陽光國小 9.35 

6 蔡宗佑 香山國小 9.20 

7 李定宇 陽光國小 9.08 

8 徐紹齊 陽光國小 9.02 

張鈞凱 西門國小 不計名 

黃正易 西門國小 不計名 

王奕喆 新竹國小 不計名 

曾柏鈞 民富國小 不計名 

彭弈喬 載熙國小 不計名 

鍾亞桐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彭迎甫 南寮國小 不計名 

鄭閎碩 載熙國小 不計名 

王弘翔 民富國小 不計名 

王佑愷 香山國小 不計名 

顧維恩 東門國小 不計名 

黃少淇 三民國小 不計名 

顏田子盛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吳丞韋 龍山國小 不計名 

彭經綸 龍山國小 不計名 

溫品維 北門國小 不計名 

鍾合泰 西門國小 不計名 

郭帛晉  園區實小 棄權 

徐尚平 三民國小 棄權 
 

第 131 項：國小男甲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凱薰 新竹國小 1.46 

2 吳政龍 新竹國小 1.43 

3 林語宥 關東國小 1.40 

4 張育菘 建功國小 1.30 

5 楊添鈞 三民國小 1.30 

6 黃宥澄 西門國小 1.25 

7 許恩翔 舊社國小 1.25 

8 徐晨皓 北門國小 1.25 

9 魏宸昱 龍山國小 1.20 

9 黃詠靖 三民國小 1.20 

9 簡祥鑫 龍山國小 1.20 

9 黃文璟 新竹國小 1.20 

9 陳則宇 舊社國小 1.20 

14 林祐嘉 龍山國小 1.15 

黃子祐 西門國小 不計名 

陳重谷 建功國小 不計名 

車承岳 北門國小 棄權 
 

第 133 項：國小男甲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翔宇 民富國小 4.44 

2 范毅弘 關東國小 4.34 

第 133 項：國小男甲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范子星 北門國小 4.16 

4 吳政龍 新竹國小 4.13 

5 羅暠 關東國小 4.12 

6 黃宥翔 關東國小 4.11 

7 許恩翔 舊社國小 3.99 

8 匡家成 建功國小 3.97 

9 李曜安 龍山國小 3.86 

10 吳丞硯 龍山國小 3.80 

11 秦學諒 舊社國小 3.77 

12 吳宇喆 北門國小 3.70 

13 陳品叡 民富國小 3.67 

14 蘇粲登 三民國小 3.60 

15 李家豪 東門國小 3.54 

16 謝昀旂 新竹國小 3.52 

17 朱崇睿 三民國小 3.50 

18 陳羿翰 東園國小 3.45 

19 楊尚隆 載熙國小 3.44 

20 陳柏文 建功國小 3.43 

21 李宸軒 西門國小 3.32 

22 彭建宏 建功國小 3.24 

23 楊辰禧 龍山國小 3.22 

24 李晟弘 東門國小 3.07 

25 林家陞 西門國小 3.01 

26 孫璿閎 三民國小 2.96 

27 宋俊緯 西門國小 2.95 

郭翔宇 北門國小 不計名 

陳羿廷 園區實小 棄權 

林保希 東門國小 棄權 

林祐丞 東園國小 棄權 

林晉安 東園國小 棄權 
 

第 504 項：國小男甲三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鄧睿宇 三民國小 1188 

2 黃羿愷 龍山國小 1132 

3 葉晉嘉 東門國小 986 

4 陳正勛 龍山國小 889 

5 徐薪凱 載熙國小 839 

6 林治華 龍山國小 764 

7 吳昊聲 載熙國小 756 

8 王唯宇 關東國小 719 

9 鍾沛承 關東國小 690 

10 邱永淇 西門國小 637 

11 林子宸 載熙國小 597 

12 劉易承 園區實小 493 

13 林柏澄 西門國小 492 

14 張喆旭 北門國小 488 

15 謝佳成 北門國小 399 

16 吳霍 關東國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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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2 項：國小男甲三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晉嘉 東門國小 00:14.91 

2 鍾沛承 關東國小 00:14.93 

3 陳正勛 龍山國小 00:15.11 

4 鄧睿宇 三民國小 00:15.13 

5 邱永淇 西門國小 00:15.45 

6 黃羿愷 龍山國小 00:15.48 

7 林治華 龍山國小 00:15.91 

8 林子宸 載熙國小 00:15.96 

9 張喆旭 北門國小 00:16.17 

10 徐薪凱 載熙國小 00:16.41 

11 吳昊聲 載熙國小 00:16.43 

12 林柏澄 西門國小 00:16.54 

13 謝佳成 北門國小 00:16.56 

14 劉易承 園區實小 00:16.69 

15 王唯宇 關東國小 00:17.06 

16 吳霍 關東國小 00:17.86 
 

第 531 項：國小男甲三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鄧睿宇 三民國小 7.57 

2 黃羿愷 龍山國小 7.40 

3 王唯宇 關東國小 6.56 

4 林子宸 載熙國小 6.33 

5 葉晉嘉 東門國小 6.20 

6 邱永淇 西門國小 6.00 

7 劉易承 園區實小 5.93 

8 陳正勛 龍山國小 5.78 

9 鍾沛承 關東國小 5.76 

10 林柏澄 西門國小 5.68 

11 林治華 龍山國小 5.37 

12 徐薪凱 載熙國小 5.27 

13 張喆旭 北門國小 4.98 

14 吳昊聲 載熙國小 4.72 

15 謝佳成 北門國小 4.22 

16 吳霍 關東國小 4.01 
 

第 530 項：國小男甲三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羿愷 龍山國小 1.30 

1 鄧睿宇 三民國小 1.30 

3 徐薪凱 載熙國小 1.25 

4 吳昊聲 載熙國小 1.20 

5 葉晉嘉 東門國小 1.15 

6 陳正勛 龍山國小 1.10 

6 林治華 龍山國小 1.10 

6 王唯宇 關東國小 1.10 

劉易承 園區實小 不計名 

張喆旭 北門國小 不計名 

鍾沛承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吳霍 關東國小 不計名 

林柏澄 西門國小 不計名 

謝佳成 北門國小 不計名 

第 530 項：國小男甲三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邱永淇 西門國小 不計名 

林子宸 載熙國小 不計名 
 

第 212 項：國中男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暐喆 三民國中 00:11.73

2 黃琮銘 成德國中 00:11.95

2 鄭文斌 培英國中 00:11.95

4 張寧 新科國中 00:12.39

5 溫宥博 培英國中 00:12.44

6 鄭辰安 建華國中 00:12.48

7 李紘宇 建功國中 00:12.55

8 吳宇恩 培英國中 00:12.58

9 黃明昱 南華國中 00:12.73

10 林家佑 建功國中 00:12.76

11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12.78

12 鍾德韋 光武國中 00:12.85

13 邵健涵 光武國中 00:13.08

14 陳聖芳 虎林國中 00:13.09

15 黃翊齊 三民國中 00:13.19

16 黃均憲 新科國中 00:13.22

17 林信軒 育賢國中 00:13.45

17 杜家榮 光武國中 00:13.45

19 賁俊偉 育賢國中 00:13.47

20 王瑋明 內湖國中 00:13.48

21 張全閩 建華國中 00:13.71

22 黃祈恩 成德國中 00:13.72

23 馮皓琛 南華國中 00:13.74

24 林承佑 育賢國中 00:13.79

25 王至璿 新科國中 00:13.88

26 古建志 內湖國中 00:14.31

27 彭國豪 虎林國中 00:14.62

28 張嘉宸 富禮國中 00:14.81

詹易翔 虎林國中 不計名 

胡承恩 建華國中 不計名 

陳軍赫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234 項：國中男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文斌 培英國中 00:11.83

2 黃琮銘 成德國中 00:11.89

3 彭暐喆 三民國中 00:11.98

4 鄭辰安 建華國中 00:12.32

5 吳宇恩 培英國中 00:12.46

6 張寧 新科國中 00:12.47

7 溫宥博 培英國中 00:12.55

8 李紘宇 建功國中 00:12.63
 

第 338 項：國中男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鍾德禹 光武國中 00:24.81

2 許淯銘 育賢國中 00: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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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8 項：國中男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黃琮銘 成德國中 00:24.88 

4 鄭文斌 培英國中 00:25.01 

5 張寧 新科國中 00:25.84 

6 魏世倫 建功國中 00:25.89 

7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0:26.00 

8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26.29 

9 邵健涵 光武國中 00:26.88 

10 賁俊偉 育賢國中 00:26.99 

11 鍾德韋 光武國中 00:27.03 

12 張有杰 光華國中 00:27.19 

13 陳聖芳 虎林國中 00:27.49 

14 黃翊齊 三民國中 00:27.57 

15 黃均憲 新科國中 00:27.99 

16 陳緯宸 建功國中 00:28.00 

16 張全閩 建華國中 00:28.00 

18 王瑋明 內湖國中 00:28.04 

19 楊承宏 富禮國中 00:28.05 

20 廖振淇 竹光國中 00:28.06 

21 劉卲泓 富禮國中 00:28.21 

22 黃佐丞 建華國中 00:28.23 

23 張慈平 內湖國中 00:29.17 

24 陳裕朋 育賢國中 00:29.19 

25 彭國豪 虎林國中 00:30.51 

26 陳茂琳 內湖國中 00:32.76 

王耀霆 三民國中 棄權 

李尹澔 光華國中 棄權 

林奕辰 培英國中 棄權 

李柏穎 建華國中 棄權 

簡成恩 光華國中 棄權 
 

第 364 項：國中男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琮銘 成德國中 00:24.61 

2 鍾德禹 光武國中 00:24.68 

3 鄭文斌 培英國中 00:25.02 

4 許淯銘 育賢國中 00:25.09 

5 張寧 新科國中 00:25.85 

6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0:25.87 

7 魏世倫 建功國中 00:26.22 

8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27.05 
 

第 218 項：國中男 4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睦堯 育賢國中 00:55.13 

2 鍾德禹 光武國中 00:55.80 

3 許淯銘 育賢國中 00:55.88 

4 林奕辰 培英國中 00:55.89 

5 李柏哲 育賢國中 00:55.91 

6 范凱翔 竹光國中 00:56.79 

7 陳思驊 三民國中 00:58.75 

8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0:59.58 

9 賴俋辰 光武國中 01:01.18 

第 218 項：國中男 4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0 何少綸 新科國中 01:01.83

11 潘安愈 內湖國中 01:03.71

12 羅章峻 虎林國中 01:04.49

12 廖振淇 竹光國中 01:04.49

14 劉卲泓 富禮國中 01:05.48

15 張有杰 光華國中 01:06.14

16 杜家榮 光武國中 01:07.20

17 邱舜揚 內湖國中 01:11.22

18 鄭宇翔 內湖國中 01:12.70

林軒磊 富禮國中 棄權 

黎世丞 培英國中 棄權 

劉宇浩 光華國中 棄權 

劉曜豪 三民國中 棄權 

林昀 竹光國中 棄權 
 

第 240 項：國中男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睦堯 育賢國中 00:54.26

2 李柏哲 育賢國中 00:54.43

3 鍾德禹 光武國中 00:54.72

4 許淯銘 育賢國中 00:55.61

5 范凱翔 竹光國中 00:57.30

6 陳思驊 三民國中 00:59.09

7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1:01.20

林奕辰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298 項：國中男 8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禹儒 竹光國中 02:17.75

2 陳恩祐 光華國中 02:23.38

3 卓炘翰 育賢國中 02:23.91

4 林軒磊 富禮國中 02:24.23

5 古謹睿 三民國中 02:24.79

6 徐睦堯 育賢國中 02:25.59

7 韓少宇 虎林國中 02:25.72

8 毛上宜 竹光國中 02:26.61

9 潘安愈 內湖國中 02:28.26

10 胡竣凱 育賢國中 02:30.06

11 陳威霖 富禮國中 02:30.46

12 森佑恩 虎林國中 02:48.44

13 鄭宇翔 內湖國中 02:56.55

14 邱舜揚 內湖國中 02:57.24

賴威愷 實驗國中 棄權 

劉宇浩 光華國中 棄權 

陳秉奕 竹光國中 棄權 
 

第 344 項：國中男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睦堯 育賢國中 02:07.75

2 陳禹儒 竹光國中 02:09.65

3 林軒磊 富禮國中 02:12.02

4 陳恩祐 光華國中 02: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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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4 項：國中男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古謹睿 三民國中 02:20.06 

6 韓少宇 虎林國中 02:20.07 

7 卓炘翰 育賢國中 02:22.21 

8 毛上宜 竹光國中 02:28.43 
 

第 246 項：國中男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禹儒 竹光國中 04:39.92 

2 呂禾豐 育賢國中 04:46.53 

3 張丞軒 育賢國中 04:47.76 

4 陳恩祐 光華國中 04:49.00 

5 林柏辰 育賢國中 04:54.02 

6 古謹睿 三民國中 04:56.92 

7 陳威霖 富禮國中 04:58.77 

8 韓少宇 虎林國中 05:02.90 

9 毛上宜 竹光國中 05:20.21 

10 林承佾 富禮國中 05:38.03 

11 森佑恩 虎林國中 06:04.18 

陳秉奕 竹光國中 棄權 

張佳銘 虎林國中 棄權 
 

第 274 項：國中男 5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凱崴 成德國中 24:47.80 破大會紀錄 25:18.26

2 蔡嘉晉 光華國中 27:10.70 

3 胡禧宣 竹光國中 27:37.07 

4 張皓甯 竹光國中 27:46.27 

5 鍾杰佑 光華國中 28:03.16 

6 莊博宇 成德國中 28:08.05 

7 張佳銘 虎林國中 28:35.34 

8 范万鑣 成德國中 30:34.05 

9 林宥勳 培英國中 30:59.95 

10 蔡良易 虎林國中 35:57.96 

曾子政 虎林國中 棄權 
 

第 256 項：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育賢國中 00:47.38 

2  光武國中 00:47.86 

3  培英國中 00:48.05 

4  三民國中 00:49.29 

5  成德國中 00:49.50 

6  建功國中 00:49.71 

7  新科國中 00:51.17 

8  虎林國中 00:51.46 

9  南華國中 00:51.70 

10  建華國中 00:52.25 

11  內湖國中 00:52.97 

 香山國中 棄權 
 

 

 

第 316 項：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睦堯 李柏哲

許淯銘 林柏辰
育賢國中 00:46.64

 

2
王崇安 鍾德禹

賴俋辰 杜願達
光武國中 00:47.29

 

3
劉仲偉 溫宥博

吳宇恩 鄭文斌
培英國中 00:47.67

 

4
陳凱崴 吳思賢

黃祈恩 黃琮銘
成德國中 00:48.76

 

5
彭暐喆 陳思驊

古謹睿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48.87

 

6
林家佑 李紘宇

陳緯宸 魏世倫
建功國中 00:49.60

 

7
王至璿 張寧 

何少綸 黃均憲
新科國中 00:50.76

 

8
羅章峻 曾子政

許善宣 張佳銘
虎林國中 00:51.69

 
 

第 354 項：國中男 4×4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育賢國中 03:52.03

2  培英國中 03:54.26

3  三民國中 03:59.87

4  光武國中 04:01.43

5  竹光國中 04:03.53

6  成德國中 04:05.27

7  虎林國中 04:08.54

8  富禮國中 04:11.33

9  建華國中 04:26.43

10  南華國中 04:29.54
 

第 388 項：國中男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柏辰 許淯銘

李柏哲 徐睦堯
育賢國中 03:42.97

 

2
鄒易承 溫宥博

吳宇恩 林奕辰
培英國中 03:51.11

 

3
鍾德韋 杜願達

王崇安 鍾德韋
光武國中 03:56.60

 

4
彭暐喆 陳思驊

林昱翔 古謹睿
三民國中 03:57.37

 

5
毛上宜 陳禹儒

陳展呈 范凱翔
竹光國中 03:58.24

 

6
黃琮銘 范万鑣

陳凱崴 吳思賢
成德國中 04:04.18

 

7
曾子政 張佳銘

林旻毅 韓少宇
虎林國中 04:08.59

 

8
楊承宏 陳威霖

林承佾 劉卲泓
富禮國中 04:16.27

 
 

第 372 項：國中男 11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思賢 成德國中 00:17.59

2 徐振翔 光華國中 00:18.73

3 黃明昱 南華國中 0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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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2 項：國中男 11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陳啟文 南華國中 00:19.68 

5 張晉賓 內湖國中 00:21.71 

王耀霆 三民國中 棄權 

顏世承 光武國中 棄權 
 

第 290 項：國中男 400 公尺跨欄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思賢 成德國中 01:01.37 

2 李柏哲 育賢國中 01:09.14 

3 徐振翔 光華國中 01:09.22 

4 范凱翔 竹光國中 01:10.55 

5 林信軒 育賢國中 01:11.58 

6 陳啟文 南華國中 01:11.86 

7 曾子政 虎林國中 01:12.82 

8 羅章峻 虎林國中 01:13.41 

9 黃宥誠 南華國中 01:18.80 

劉曜豪 三民國中 棄權 
 

第 306 項：國中男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思賢 成德國中 01:01.57 

2 李柏哲 育賢國中 01:07.28 

3 范凱翔 竹光國中 01:07.64 

4 徐振翔 光華國中 01:08.54 

5 曾子政 虎林國中 01:12.55 

6 林信軒 育賢國中 01:14.18 

7 羅章峻 虎林國中 01:14.42 

8 陳啟文 南華國中 01:17.24 
 

第 136 項：國中男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杜願達 光武國中 44.79 

2 許善宣 虎林國中 41.29 

3 溫宥博 培英國中 37.92 

4 潘昱岑 虎林國中 31.75 

5 康何安 虎林國中 30.98 

6 黃宥誠 南華國中 30.94 

7 陳智偉 南華國中 29.90 

8 林嘉威 竹光國中 26.60 

9 李禹翰 光華國中 22.57 

張松宇 竹光國中 不計名 

簡成恩 光華國中 棄權 
 

第 107 項：國中男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星宇 培英國中 11.77 

2 林承達 富禮國中 11.20 

3 鄒佳能 新科國中 10.71 

4 黃子毅 竹光國中 9.27 

5 萬虹凱 香山國中 9.24 

6 李家豪 竹光國中 8.79 

7 李禹翰 光華國中 8.39 

第 107 項：國中男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8 湯皓崴 實驗國中 7.34 

林延康 實驗國中 不計名 

徐子翔 富禮國中 不計名 

吳祐誼 富禮國中 棄權 

潘俊賓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178 項：國中男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星宇 培英國中 30.24 

2 杜願達 光武國中 30.04 

3 林承達 富禮國中 24.76 

4 吳振煒 光華國中 24.59 

5 張茗翔 光華國中 23.18 

6 萬虹凱 香山國中 20.36 

7 陳奕承 光華國中 18.52 

8 陳智偉 南華國中 18.30 

9 徐子翔 富禮國中 16.36 

10 杭郁智 成德國中 15.74 
 

第 115 項：國中男鏈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奕承 光華國中 23.90 

2 吳振煒 光華國中 22.64 

3 杭郁智 成德國中 20.30 
 

第 173 項：國中男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昱翔 三民國中 1.71 

2 何曾右 竹光國中 1.60 

3 王崇安 光武國中 1.55 

4 蕭子皓 竹光國中 1.50 

5 劉仲偉 培英國中 1.45 

陳軍赫 康橋國中 棄權 

丁牧淮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189 項：國中男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俋辰 光武國中 5.58 

2 顏世承 光武國中 5.41 

3 鄭辰安 建華國中 5.13 

4 王崇安 光武國中 4.90 

5 黃佐丞 建華國中 4.86 

6 王至璿 新科國中 4.73 

7 劉仲偉 培英國中 4.62 

8 黃祈恩 成德國中 4.57 

9 葉晨華 光華國中 4.08 

10 胡承恩 建華國中 3.93 

11 郭杰森 光華國中 3.56 

12 詹易翔 虎林國中 3.12 

黎世丞 培英國中 棄權 

丁牧淮 培英國中 棄權 

林保均 實驗國中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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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6 項：國中男五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1745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1370 
 

第 542 項：國中男五項 1500 公尺(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05:44.57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06:23.38 
 

第 541 項：國中男五項 110 公尺跨欄(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00:20.80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00:21.29 
 

第 540 項：國中男五項跳遠(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4.89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4.43 
 

第 538 項：國中男五項鉛球(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7.54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7.03 
 

第 539 項：國中男五項跳高(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展呈 竹光國中 1.55 

2 張晉賓 內湖國中 1.45 
 

第 214 項：高中男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左軍 成德高中 00:11.08 

1 張育誠 成德高中 00:11.08 

3 曾柏凱 成德高中 00:11.45 

4 黃河清 新竹高中 00:11.61 

5 陳一中 新竹高商 00:11.91 

6 陳昊 新竹高工 00:12.14 

7 謝宇翔 新竹高商 00:12.20 

8 洪健臺 新竹高中 00:12.38 

9 吳丹江 新竹高中 00:12.42 

10 莊智凱 香山高中 00:12.44 

11 陳奕廷 實驗高中 00:12.55 

12 黃穩兆 新竹高商 00:13.03 
 

第 236 項：高中男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左軍 成德高中 00:10.89 

2 張育誠 成德高中 00:10.91 

3 曾柏凱 成德高中 00:11.24 

4 黃河清 新竹高中 00:11.52 

5 陳一中 新竹高商 00:11.65 

6 謝宇翔 新竹高商 00:11.86 

第 236 項：高中男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陳昊 新竹高工 00:12.11

8 洪健臺 新竹高中 00:12.26
 

第 340 項：高中男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翊旼 成德高中 00:22.42

2 黃左軍 成德高中 00:22.57

3 范逸威 成德高中 00:23.59

4 黃河清 新竹高中 00:24.59

5 陳一中 新竹高商 00:24.78

6 謝宇翔 新竹高商 00:25.14

7 陳昊 新竹高工 00:25.21

8 王宇杰 新竹高商 00:25.24

9 張晉瑜 新竹高工 00:25.70

10 陳昱斈 新竹高中 00:25.92

11 詹程瀚 新竹高工 00:26.99

陳奕廷 實驗高中 棄權 
 

第 366 項：高中男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翊旼 成德高中 00:22.04

2 黃左軍 成德高中 00:22.48

3 范逸威 成德高中 00:23.31

4 黃河清 新竹高中 00:24.13

5 陳一中 新竹高商 00:24.42

6 謝宇翔 新竹高商 00:24.87

7 王宇杰 新竹高商 00:25.09

8 陳昊 新竹高工 00:27.15
 

第 220 項：高中男 4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昱瑋 成德高中 50.99 

2 張晉瑜 新竹高工 51.1 

3 彭以呈 實驗高中 51.2 

4 詹程瀚 新竹高工 51.3 

5 羅宏祥 新竹高中 51.4 

6 陳翊旼 成德高中 51.5 

7 林哲均 建功高中 51.6 

8 王宇杰 新竹高商 51.7 

周知毅 成德高中 違規 

黃煜傑 新竹高中 棄權 
 

第 242 項：高中男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翊旼 成德高中 00:50.09

2 潘昱瑋 成德高中 00:52.64

3 林哲均 建功高中 00:53.46

4 王宇杰 新竹高商 00:55.36

5 羅宏祥 新竹高中 00:56.91

6 張晉瑜 新竹高工 01:00.95

7 彭以呈 實驗高中 01:02.50

8 詹程瀚 新竹高工 01: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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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 項：高中男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梓詳 成德高中 02:03.19 

2 許嘉恩 成德高中 02:03.39 

3 林哲均 建功高中 02:06.74 

4 姜駿朋 成德高中 02:08.51 

5 吳俊葳 新竹高商 02:17.68 

6 陳佳煒 香山高中 02:23.15 

7 劉承俊 香山高中 02:33.56 

彭以呈 實驗高中 棄權 
 

第 248 項：高中男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梓詳 成德高中 04:27.12 

2 許嘉恩 成德高中 04:30.70 

3 曾煒程 新竹高中 04:30.70 

4 吳俊葳 新竹高商 04:41.31 

5 范振軒 新竹高中 04:45.48 

6 黃子翌 成德高中 04:46.04 

7 陳佳煒 香山高中 04:58.83 

8 許哲豪 香山高中 05:07.79 

9 任品倫 磐石中學 05:17.20 

10 趙貫辰 磐石中學 05:35.05 

11 楊秉昇 新竹高中 05:36.05 
 

第 278 項：高中男 5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池宗晟 成德高中 17:29.39 

2 梁智翔 成德高中 17:58.53 

3 曾煒程 新竹高中 18:00.84 

4 洪偉銓 新竹高商 18:09.95 

5 盧彥銘 香山高中 19:28.39 

6 蔡秉諺 新竹高商 19:44.21 

何欣益 新竹高中 棄權 

楊秉昇 新竹高中 棄權 

郭宸維 實驗高中 棄權 

江承希 實驗高中 棄權 
 

第 324 項：高中男 10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洪偉銓 新竹高商 38:19.99 

2 蔡秉諺 新竹高商 42:16.40 

3 官顥哲 成德高中 42:51.50 

梁智翔 成德高中 違規 

郭宸維 實驗高中 棄權 

江承希 實驗高中 棄權 
 

第 266 項：高中男 10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詹泳逵 成德高中 45:39.41 破大會紀錄 48:00.35

2 陳畊機 成德高中 49:53.97 

3 徐禹恩 成德高中 51:37.45 
 

 

 

第 319 項：高中男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翊旼 朱禎祥

黃左軍 張育誠
成德高中 00:42.16

 

2
彭竣揚 曾奎允

陳昊 徐汶辰
新竹高工 00:47.36

 

3
羅宏祥 陳宣任

吳丹江 洪健臺
新竹高中 00:47.61

 

4
林世哲 黃世丞

吳柏昇 傅健祥
香山高中 00:48.03

 

5
王宇杰 謝宇翔

林奕明 陳一中
新竹高商 00:50.79

 

6
官哲暐 趙貫辰

任品倫 呂政佑
磐石中學 00:51.05

 

 
曾柏凱 潘昱瑋

陳建廷 陳冠蒝
成德高中 00:44.66 不計名 

 

第 390 項：高中男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左軍 朱禎祥

張育誠 陳翊旼
成德高中 03:19.08 破大會紀錄 03:23.14

2
吳俊葳 洪偉銓

謝宇翔 王宇杰
新竹高商 03:45.93

 

3
張晉瑜 范竣翔

曾奎允 彭竣揚
新竹高工 03:46.70

 

4
范振軒 陳宣任

陳昱斈 羅宏祥
新竹高中 03:47.38

 

5
林世哲 黃世丞

陳佳煒 盧彥銘
香山高中 03:47.61

 

6
呂政佑 任品倫

趙貫辰 官哲暐
磐石中學 04:10.26

 
 

第 373 項：高中男 11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禎祥 成德高中 00:14.73 破大會紀錄 00:14.82

2 陳冠蒝 成德高中 00:16.59

3 曾奎允 新竹高工 00:17.55

4 陳建廷 成德高中 00:18.03

5 何松穎 磐石中學 00:18.20
 

第 307 項：高中男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禎祥 成德高中 00:54.84 破大會紀錄 00:55.84

2 陽隆新 成德高中 00:58.76

3 陳泰毓 成德高中 00:59.78

4 何松穎 磐石中學 01:03.73

5 羅宏祥 新竹高中 01:10.02
 

第 381 項：高中男 3000 公尺障礙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池宗晟 成德高中 10:58.79

2 方柏翰 成德高中 12:12.07

3 張晉誠 成德高中 12:56.56

范竣翔 新竹高工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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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5 項：高中男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智翔 成德高中 48.88 

2 葉冠志 成德高中 48.41 

3 蕭銜彣 成德高中 47.44 

4 吳柏昇 香山高中 45.65 

5 古浚皓 光復中學 38.86 

6 林奕明 新竹高商 35.46 

7 邱詩絨 新竹高商 24.73 

8 余芮鎧 新竹高工 17.19 
 

第 103 項：高中男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胡少豐 成德高中 16.22 

2 黃威誠 成德高中 13.14 

3 葉冠志 成德高中 11.52 

4 趙盛炘 建功高中 9.39 

5 黃冠諠 新竹高中 9.00 
 

第 163 項：高中男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威誠 成德高中 51.93 破大會紀錄 49.14 破大會紀錄 49.14

2 鄒葰錡 成德高中 39.59 

3 蕭銜彣 成德高中 34.99 

4 趙盛炘 建功高中 23.01 

5 余芮鎧 新竹高工 20.98 

古浚皓 光復中學 棄權 
 

第 148 項：高中男鏈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柯瑋宏 成德高中 54.35 

2 莊博宸 成德高中 42.12 

3 鄒葰錡 成德高中 41.87 

4 黃冠諠 新竹高中 27.65 
 

第 191 項：高中男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俊生 光復中學 1.85 

2 張鈺林 新竹高工 1.75 

3 黃翊宸 成德高中 1.70 
 

第 184 項：高中男撐竿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詹植凱 成德高中 3.80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3.20 
 

第 193 項：高中男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詹植凱 成德高中 6.40 

2 徐汶辰 新竹高工 5.96 

3 范逸威 成德高中 5.77 

4 廖翌臣 新竹高商 5.30 

5 吳清榮 香山高中 5.30 

6 吳丹江 新竹高中 5.27 

第 193 項：高中男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陳澤聖 新竹高中 5.00 

8 蕭祐傑 新竹高中 4.99 

9 趙貫辰 磐石中學 4.45 

10 官哲暐 磐石中學 3.90 
 

第 154 項：高中男三級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泰毓 成德高中 13.07 

2 張鈺林 新竹高工 12.12 

3 陽隆新 成德高中 11.82 

4 陳宣任 新竹高中 11.78 

5 陳仕瑜 新竹高中 11.38 

6 李竹恩 新竹高中 11.30 
 

第 508 項：高中男十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振傑 成德高中 5140 

2 黃翊宸 成德高中 4415 
 

第 556 項：高中男十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宸 成德高中 00:11.91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00:12.00
 

第 557 項：高中男十項 400 公尺(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宸 成德高中 00:55.35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00:55.52
 

第 559 項：高中男十項 1500 公尺(十)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宸 成德高中 05:15.90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05:30.86
 

第 558 項：高中男十項 110 公尺跨欄(六)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宸 成德高中 00:15.91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00:16.57
 

第 550 項：高中男十項跳遠(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宸 成德高中 5.70 

2 徐振傑 成德高中 5.68 
 

第 551 項：高中男十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振傑 成德高中 10.06 

2 黃翊宸 成德高中 8.98 
 

第 552 項：高中男十項跳高(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徐振傑 成德高中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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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2 項：高中男十項跳高(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黃翊宸 成德高中 1.65 
 

第 553 項：高中男十項鐵餅(七)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振傑 成德高中 30.74 

2 黃翊宸 成德高中 18.72 
 

第 554 項：高中男十項撐竿跳高(八)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振傑 成德高中 3.20 

黃翊宸 成德高中 不計名 
 

第 555 項：高中男十項標槍(九)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振傑 成德高中 43.20 

2 黃翊宸 成德高中 26.17 
 

第 238 項：大專社會男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秉皓 清華大學 00:11.10 

2 盧昆賢 清華大學 00:11.33 

3 黃浩倫 北區區公所 00:11.61 

4 吳昊陽 交通大學 00:11.75 

5 鄭羿紘 香山區 00:11.79 

6 湯祐昇 香山區 00:12.03 

7 徐鈺勝 清華大學 00:12.14 

8 陳平揚 交通大學 00:12.17 
 

第 342 項：大專社會男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秉皓 清華大學 00:23.33 

2 盧昆賢 清華大學 00:24.33 

3 吳昊陽 交通大學 00:24.46 

4 林晉璁 交通大學 00:24.67 

5 劉啟成 東區公所 00:24.70 

6 賴世豪 交通大學 00:25.04 

7 邱靖樺 北區區公所 00:25.05 

8 鄭羿紘 香山區 00:25.64 

9 徐鈺勝 清華大學 00:26.17 

曾崇恩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浩倫 北區區公所 棄權 

湯祐昇 香山區 棄權 
 

第 368 項：大專社會男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秉皓 清華大學 00:22.99 

2 盧昆賢 清華大學 00:23.32 

3 劉啟成 東區公所 00:24.01 

4 吳昊陽 交通大學 00:24.40 

5 鄭羿紘 香山區 00:24.86 

6 邱靖樺 北區區公所 00:24.90 

林晉璁 交通大學 不計名 

第 368 項：大專社會男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賴世豪 交通大學 棄權 
 

第 244 項：大專社會男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晉璁 交通大學 00:52.37

2 邱靖樺 北區區公所 00:53.44

3 劉啟成 東區公所 00:54.27

4 黃冠儀 東區公所 00:55.14

5 王裕忠 清華大學 00:57.33

6 曾冠穎 元培醫大 00:57.86

7 張宇弘 交通大學 00:59.27
 

第 348 項：大專社會男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振國 清華大學 02:04.15

2 王裕忠 清華大學 02:23.86

3 姚泓任 交通大學 02:27.81

張宸睿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250 項：大專社會男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振國 清華大學 4:19.73 

2 林威廷 清華大學 4:46.97 
 

第 277 項：大專社會男 5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丞恩 香山區 17:13.57

2 余佳翰 清華大學 17:14.31

3 蘇漢卿 香山區 17:34.87

4 方彣愷 北區區公所 17:50.21

5 謝郭耀 交通大學 18:19.59

6 梁仟羲 清華大學 18:20.23

7 梁承軒 東區公所 18:25.00

8 鍾予謙 東區公所 19:26.12

9 吳建昇 清華大學 20:12.42
 

第 323 項：大專社會男 10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博堯 東區公所 37:21.53

2 蘇漢卿 香山區 37:38.79

3 李紹名 交通大學 38:30.68

4 蘇元浚 交通大學 39:03.69

5 陳易緯 東區公所 41:38.50

6 吳建昇 清華大學 42:10.69

7 陳俊堯 香山區 48:00.69

賴怡廷 東區公所 棄權 

張洧綝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265 項：大專社會男 10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嘉維 東區公所 46:21.16

2 張洧綝 清華大學 48:55.70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成績總表 

18 

第 265 項：大專社會男 10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方彣愷 北區區公所 50:29.71 

4 楊書維 清華大學 58:46.80 
 

第 320 項：大專社會男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仕皓 盧昆賢 
徐鈺勝 黃秉皓 

清華大學 00:45.04 
 

2 
徐仕緯 黃冠儀 
陳邁可 劉啟成 

東區公所 00:45.74 
 

3 
劉宗翰 林晉璁 
陳彥廷 吳昊陽 

交通大學 00:46.91 
 

4 
黃浩倫 邱靖樺 
方彣愷 柯瑞瑋 

北區區公所 00:46.99 
 

 

第 392 項：大專社會男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仕皓 王裕忠 
盧昆賢 黃秉皓 

清華大學 03:39.52 
 

2 
徐仕緯 陳邁可 
劉啟成 黃冠儀 

東區公所 03:42.48 
 

3 
劉宗翰 黃烽慎 
陳彥廷 張宇弘 

交通大學 03:47.27 
 

北區區公所 棄權 
 

第 374 項：大專社會男 11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彥廷 東區公所 00:16.20 

2 李仕皓 清華大學 00:18.97 
 

第 308 項：大專社會男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冠儀 東區公所 00:59.98 

2 黃烽慎 交通大學 01:05.90 

王聿銘 交通大學 棄權 
 

第 382 項：大專社會男 3000 公尺障礙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梁仟羲 清華大學 10:35.12 

2 余佳翰 清華大學 10:47.36 

3 林威廷 清華大學 13:05.05 

陳邁可 東區公所 棄權 
 

第 196 項：大專社會男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仕緯 東區公所 65.36 破大會紀錄 63.55

2 吳宗倫 清華大學 60.29 

3 郭柏辰 東區公所 55.26 

4 洪維廷 香山區 54.55 

5 林宗凱 東區公所 48.92 

6 劉宗翰 交通大學 24.35 

賴世豪 交通大學 棄權 
 

 

第 104 項：大專社會男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薛貿鴻 清華大學 15.53 

2 林哲申 東區公所 14.49 

3 郭柏辰 東區公所 13.67 

4 林政鴻 清華大學 13.02 

5 邱柏瑋 交通大學 13.00 

6 黃煒倫 清華大學 11.82 
 

第 164 項：大專社會男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薛貿鴻 清華大學 40.70 

2 林哲申 東區公所 39.51 

3 黃煒倫 清華大學 37.60 

4 周黎恩 清華大學 31.95 

5 蔡明憲 東區公所 29.62 

6 林宗凱 東區公所 28.89 
 

第 149 項：大專社會男鏈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耀尹 東區公所 35.20 

2 蔡明憲 東區公所 32.60 

3 周黎恩 清華大學 20.87 
 

第 192 項：大專社會男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史曜誌 東區公所 1.85 

2 吳浚瑋 東區公所 1.80 
 

第 185 項：大專社會男撐竿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2.80 

黃梓勛 元培醫大 不計名 

杜立暘 香山區 不計名 
 

第 194 項：大專社會男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宗翰 交通大學 5.92 

2 吳浚瑋 東區公所 5.82 

3 李仕皓 清華大學 5.61 

4 廖昱誠 交通大學 5.10 

林忠義 香山區 棄權 

鄒杰儒 東區公所 棄權 
 

第 155 項：大專社會男三級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昱誠 交通大學 10.99 
 

第 510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5354 

陳彥廷 東區公所 0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0 棄權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成績總表 

19 

第 573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00:11.49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74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 400 公尺(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00:55.47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76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 1500 公尺(十)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05:31.26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75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 110 公尺跨欄(六)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00:18.29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67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跳遠(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6.47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68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9.21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69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跳高(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1.84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第 570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鐵餅(七)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26.70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71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撐竿跳高(八)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3.60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572 項：大專社會男十項標槍(九)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崇凱 香山區 39.16 

陳彥廷 東區公所 棄權 

黃梓勛 元培醫大 棄權 
 

第 333 項：國小女乙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昱喬 清華附小 00:09.41

2 蘇翊喬 水源國小 00:09.50

3 王妍甯 虎林國小 00:09.51

4 蕭宇芯 茄苳國小 00:09.62

5 葉品岑 朝山國小 00:09.63

6 陳書懿 高峰國小 00:09.65

7 陳妧媜 港南國小 00:09.72

8 徐語韓 高峰國小 00:09.73

8 江梓菱 高峰國小 00:09.73

10 蔡衫鋇 內湖國小 00:09.74

11 陳芯俞 青草湖國小 00:09.82

12 胡苡綸 虎林國小 00:09.87

13 陳汶霈 竹蓮國小 00:10.02

14 林琪涵 青草湖國小 00:10.03

14 陳祈臻 清華附小 00:10.03

16 劉悅容 曙光小學 00:10.05

17 陳佾琦 竹蓮國小 00:10.07

18 趙梓涵 虎林國小 00:10.08

19 謝岢芸 朝山國小 00:10.13

20 林妤縈 青草湖國小 00:10.19

21 林妍希 關埔國小 00:10.21

22 徐珮綾 竹蓮國小 00:10.26

23 楊宇棠 曙光小學 00:10.29

24 韓硯如 大庄國小 00:10.30

25 謝昕妮 水源國小 00:10.46

25 張靜緹 大庄國小 00:10.46

27 周芊岑 內湖國小 00:10.47

28 李芷昀 水源國小 00:10.49

29 劉悅雯 曙光小學 00:10.50

30 施廷怡 朝山國小 00:10.56

31 嚴予晴 茄苳國小 00:10.74

32 葉芊妤 港南國小 00:11.05

33 黃宇溱 清華附小 00:11.12

34 黃雨涵 康橋小學 00:11.24

35 吳冠菲 關埔國小 00:11.28

36 張瑜璇 關埔國小 00:11.32

37 莊采璇 頂埔國小 00:11.34

38 江翊瑄 內湖國小 00:12.96

趙芷葳 大庄國小 不計名 

劉映彤 頂埔國小 不計名 

吳沂庭 茄苳國小 棄權 
 

第 359 項：國小女乙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昱喬 清華附小 00:09.17

2 蘇翊喬 水源國小 0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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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9 項：國小女乙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蕭宇芯 茄苳國小 00:09.38 

4 王妍甯 虎林國小 00:09.40 

5 葉品岑 朝山國小 00:09.53 

6 陳妧媜 港南國小 00:09.60 

7 徐語韓 高峰國小 00:09.64 

8 陳書懿 高峰國小 00:09.68 
 

第 279 項：國小女乙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品喬 茄苳國小 00:14.36 

2 黃昱喬 清華附小 00:14.88 

3 黃聖雅 高峰國小 00:15.03 

4 蘇翊喬 水源國小 00:15.06 

5 張語淇 青草湖國小 00:15.16 

6 鄭元佳 清華附小 00:15.28 

7 林子妍 南隘國小 00:15.30 

8 蔡雨淳 朝山國小 00:15.50 

9 吳易庭 茄苳國小 00:15.58 

10 蔡衫鋇 內湖國小 00:15.67 

11 劉靜雯 虎林國小 00:15.71 

12 徐語韓 高峰國小 00:15.74 

13 李心田 曙光小學 00:15.86 

14 陳妧媜 港南國小 00:15.87 

15 孫瑄妤 大庄國小 00:15.89 

16 許禔真 曙光小學 00:16.07 

17 朱宥寧 高峰國小 00:16.23 

18 趙梓涵 虎林國小 00:16.24 

19 林琪涵 青草湖國小 00:16.32 

20 蔡竺芳 竹蓮國小 00:16.34 

21 張佑慈 港南國小 00:16.38 

22 張祐真 茄苳國小 00:16.51 

23 謝岢芸 朝山國小 00:16.57 

24 郭子蕾 水源國小 00:16.70 

25 陳意涵 曙光小學 00:16.75 

26 游婷卉 竹蓮國小 00:16.82 

27 陳楷霈 水源國小 00:16.97 

28 林妍心 竹蓮國小 00:17.03 

29 陳孝庭 青草湖國小 00:17.12 

30 張靜緹 大庄國小 00:17.20 

31 施廷怡 朝山國小 00:17.36 

32 曹予惞 清華附小 00:17.61 

33 周芊岑 內湖國小 00:17.64 

34 鍾雨璇 虎林國小 00:17.69 

35 胡珈婕 港南國小 00:17.86 

36 鄭惠芯 頂埔國小 00:18.04 

37 黃雨涵 康橋小學 00:18.05 

38 李芊誼 關埔國小 00:18.15 

39 張舒甯 關埔國小 00:18.33 

40 莊采璇 頂埔國小 00:18.50 

41 蔡善喬 內湖國小 00:18.89 

42 湯砡綾 頂埔國小 00:19.00 

43 陳以姍 關埔國小 00:19.09 

第 279 項：國小女乙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趙芷葳 大庄國小 棄權 
 

第 293 項：國小女乙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品喬 茄苳國小 00:14.53

2 黃昱喬 清華附小 00:15.09

3 黃聖雅 高峰國小 00:15.12

4 蘇翊喬 水源國小 00:15.33

5 張語淇 青草湖國小 00:15.52

6 鄭元佳 清華附小 00:15.57

7 林子妍 南隘國小 00:15.82

8 蔡雨淳 朝山國小 00:15.87
 

第 207 項：國小女乙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劉映彤 頂埔國小 

1 王品喬 茄苳國小 00:30.66

2 謝欣玲 朝山國小 00:32.16

3 邱柏瑄 清華附小 00:32.51

4 林愷昕 朝山國小 00:32.88

5 陳慈慧 青草湖國小 00:33.34

6 楊姮怡 高峰國小 00:33.59

7 孫瑄妤 大庄國小 00:33.72

8 陳薇珊 虎林國小 00:33.94

9 馬竹慧 高峰國小 00:34.15

10 張妁妍 大庄國小 00:34.18

11 張佑慈 港南國小 00:34.22

12 李心田 曙光小學 00:34.23

13 施媗云 曙光小學 00:34.82

14 許禔真 曙光小學 00:35.09

15 葉宥琳 高峰國小 00:35.20

16 陳妤庭 青草湖國小 00:35.22

17 陳芯俞 青草湖國小 00:35.24

18 曾姵穎 清華附小 00:35.37

19 林妍心 竹蓮國小 00:35.56

20 潘柏妤 竹蓮國小 00:35.57

21 陳品穎 茄苳國小 00:37.92

22 鄭昕甯 清華附小 00:38.32

23 蕭羽喬 茄苳國小 00:39.01

24 楊玉汶 虎林國小 00:39.08

25 鄭惠芯 頂埔國小 00:39.44

26 賴沁茹 大湖國小 00:40.43

27 湯砡綾 頂埔國小 00:43.62
 

第 229 項：國小女乙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品喬 茄苳國小 00:30.53

2 謝欣玲 朝山國小 00:31.56

3 邱柏瑄 清華附小 00:32.10

4 林愷昕 朝山國小 00:32.41

5 陳慈慧 青草湖國小 00:32.42

6 楊姮怡 高峰國小 00: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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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9 項：國小女乙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陳薇珊 虎林國小 00:33.19 

8 孫瑄妤 大庄國小 00:33.32 
 

第 203 項：國小女乙 3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戴可妮 清華附小 18:46.38 

2 林芊霈 虎林國小 20:34.70 

3 吳唯維 曙光小學 20:58.64 

4 黃筠慈 大庄國小 21:20.47 

5 嚴予晴 茄苳國小 21:35.91 

6 戴允微 曙光小學 21:36.97 

7 楊凱晴 竹蓮國小 21:43.76 

8 謝欣彤 朝山國小 22:10.53 

9 陳芝穎 茄苳國小 22:12.72 

10 張芯榕 竹蓮國小 22:24.21 

11 葉恩廷 虎林國小 22:25.09 

12 何函蓉 曙光小學 22:35.64 

13 范芸榛 竹蓮國小 23:06.88 

14 胡珈婕 港南國小 23:20.11 

15 張祐真 茄苳國小 24:32.47 

16 曾鈺薇 虎林國小 24:46.12 

17 林姵羽 清華附小 24:46.48 

18 陳姿妤 港南國小 25:15.05 

19 鄭喧尹 清華附小 25:53.42 

20 蔡昀蓁 港南國小 26:07.08 
 

第 251 項：國小女乙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峰國小 00:59.87 

2  青草湖國小 01:00.01 

3  朝山國小 01:00.28 

4  虎林國小 01:00.91 

5  清華附小 01:01.62 

6  曙光小學 01:03.49 

7  竹蓮國小 01:04.05 

8  水源國小 01:04.23 

9  大庄國小 01:04.62 

10  內湖國小 01:06.05 

11  茄苳國小 01:06.11 

12  頂埔國小 01:06.17 

13  關埔國小 01:12.42 
 

第 311 項：國小女乙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梓菱 楊姮怡 
陳書懿 黃聖雅 

高峰國小 00:59.27 
 

2 
曾梓綾 詹雅竹 
陳慈慧 張語淇 

青草湖國小 00:59.93 
 

3 
蔡雨淳 葉品岑 
林愷昕 謝欣玲 

朝山國小 01:00.81 
 

4 
鄭元佳 邱柏瑄 
湯沐潔 陳祈臻 

清華附小 01:01.73 
 

第 311 項：國小女乙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王妍甯 趙梓涵

劉靜雯 陳薇珊
虎林國小 01:01.74

 

6
許禔真 施媗云

李婕瑀 陳意涵
曙光小學 01:02.82

 

7
徐珮綾 陳佾琦

林妍心 陳汶霈
竹蓮國小 01:04.05

 

8
蘇翊喬 李芷昀

陳楷霈 謝昕妮
水源國小 01:05.77

 
 

第 349 項：國小女乙 4×2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清華附小 02:07.86

2  朝山國小 02:08.48

3  茄苳國小 02:08.52

4  青草湖國小 02:10.74

5  虎林國小 02:11.24

6  大庄國小 02:12.85

7  高峰國小 02:13.97

8  曙光小學 02:16.59

9  頂埔國小 02:24.60

10  關埔國小 02:37.86

 竹蓮國小 違規 
 

第 383 項：國小女乙 4×2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元佳 邱柏瑄

周子筠 黃昱喬
清華附小 02:07.26

 

2
蕭宇芯 吳易庭

張祐真 王品喬
茄苳國小 02:10.73

 

3
陳芯俞 詹雅竹

陳慈慧 張語淇
青草湖國小 02:11.05

 

4
劉靜雯 王妍甯

胡苡綸 陳薇珊
虎林國小 02:11.41

 

5
江梓菱 徐語韓

陳書懿 楊姮怡
高峰國小 02:11.87

 

6
孫瑄妤 陳姿妤

張妁妍 吳云瀞
大庄國小 02:15.11

 

7
李心田 施媗云

李婕瑀 陳意涵
曙光小學 02:24.67

 

 
蔡雨淳 葉品岑

林愷昕 謝欣玲
朝山國小 

 
違規 

 

第 143 項：國小女乙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采蓁 科園國小 37.43 

2 江宜玲 大庄國小 36.90 

3 陳君佑 大庄國小 36.39 

4 陳毓婷 高峰國小 32.82 

5 鍾宇絜 科園國小 30.79 

6 姚佩伶 南隘國小 27.55 

7 曾姵榕 科園國小 27.53 

8 吳婕如 大庄國小 26.12 

9 蔡竺芳 竹蓮國小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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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3 項：國小女乙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0 李又欣 高峰國小 21.49 

方湲芷 茄苳國小 不計名 

曾鉯喬 竹蓮國小 不計名 

鄭喬宇 竹蓮國小 不計名 
 

第 122 項：國小女乙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宜玲 大庄國小 10.26 

2 陳君佑 大庄國小 7.56 

3 詹雅竹 青草湖國小 7.26 

4 鄭喬宇 竹蓮國小 6.64 

5 陳毓婷 高峰國小 6.53 

6 陳佳伶 曙光小學 6.50 

7 曾鉯喬 竹蓮國小 6.27 

8 李又欣 高峰國小 6.22 

羅云妗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方湲芷 茄苳國小 不計名 

張心慈 虎林國小 不計名 

姜林岑靜 朝山國小 棄權 

萬可欣 大庄國小 棄權 

王育恩 茄苳國小 棄權 

謝沛芸 茄苳國小 棄權 

許怡禎 青草湖國小 棄權 
 

第 137 項：國小女乙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亭瑀 科園國小 1.25 

2 葉紜蓁 科園國小 1.25 

3 吳云瀞 大庄國小 1.10 

3 薛潔恩 竹蓮國小 1.10 

5 蔡荏棋 內湖國小 1.10 

張允臻 清華附小 不計名 

湯沐潔 清華附小 不計名 

蔡忞恩 大庄國小 不計名 

周子筠 清華附小 不計名 

許怡禎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張樂芙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曾梓綾 青草湖國小 不計名 

林侑妍 竹蓮國小 不計名 

劉芮岑 竹蓮國小 不計名 

李婕瑀 曙光小學 不計名 
 

第 109 項：國小女乙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聖雅 高峰國小 4.03 

2 賀紫綾 港南國小 3.79 

3 吳云瀞 大庄國小 3.66 

4 蕭宇芯 茄苳國小 3.65 

5 陳汶霈 竹蓮國小 3.53 

6 陳姿妤 大庄國小 3.37 

7 湯沐潔 清華附小 3.21 

8 吳沂瑾 高峰國小 3.09 

第 109 項：國小女乙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9 蔡荏棋 內湖國小 3.04 

10 曾姵穎 清華附小 2.94 

11 葉芊妤 港南國小 2.88 

12 林芊霈 虎林國小 2.87 

13 卓芯彤 青草湖國小 2.72 

14 李萱柔 關埔國小 2.54 

15 黃心遠 茄苳國小 2.43 

16 曾金晶 高峰國小 2.41 

16 蔡忞恩 大庄國小 2.41 

18 劉芮岑 竹蓮國小 2.37 

19 游婷卉 竹蓮國小 2.36 

20 張瑜璇 關埔國小 2.34 

21 陳妗昀 清華附小 2.30 

22 曾鈺薇 虎林國小 2.07 

曾于玹 虎林國小 不計名 

黃心澄 茄苳國小 棄權 
 

第 501 項：國小女乙三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郁庭 科園國小 1101 

2 王悅安 曙光小學 627 

3 鍾亞岑 青草湖國小 621 

4 彭亮綺 青草湖國小 617 

5 范畇秝 曙光小學 550 

6 劉羽芯 大庄國小 540 

7 姚萱苡 曙光小學 530 

8 鄭筠諮 大庄國小 447 

9 蔡沂蓁 清華附小 260 

10 陳以儒 清華附小 210 

 童苡甄 清華附小  

 徐羽嫻 青草湖國小  

 陳禹潔 大庄國小  
 

第 523 項：國小女乙三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郁庭 科園國小 00:15.33  

2 范畇秝 曙光小學 00:16.12  

3 劉羽芯 大庄國小 00:16.22  

4 鄭筠諮 大庄國小 00:16.89  

5 彭亮綺 青草湖國小 00:17.09  

6 王悅安 曙光小學 00:17.20  

7 鍾亞岑 青草湖國小 00:17.22  

8 姚萱苡 曙光小學 00:17.62  

9 蔡沂蓁 清華附小 00:17.71  

10 陳以儒 清華附小 00:18.29  

童苡甄 清華附小 棄權 

徐羽嫻 青草湖國小 棄權 

陳禹潔 大庄國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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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1 項：國小女乙三項鉛球(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郁庭 科園國小 6.14 

2 王悅安 曙光小學 5.61 

3 鍾亞岑 青草湖國小 5.56 

4 劉羽芯 大庄國小 5.45 

5 范畇秝 曙光小學 5.44 

6 彭亮綺 青草湖國小 5.30 

7 鄭筠諮 大庄國小 5.14 

8 姚萱苡 曙光小學 4.69 

9 蔡沂蓁 清華附小 3.34 

10 陳以儒 清華附小 3.28 

童苡甄 清華附小 棄權 

徐羽嫻 青草湖國小 棄權 

陳禹潔 大庄國小 棄權 
 

第 522 項：國小女乙三項跳高(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郁庭 科園國小 1.30  

2 鍾亞岑 青草湖國小 1.05 

2 彭亮綺 青草湖國小 1.05 

2 王悅安 曙光小學 1.05 

2 姚萱苡 曙光小學 1.05 

陳以儒 清華附小 不計名 

蔡沂蓁 清華附小 不計名 

鄭筠諮 大庄國小 不計名 

劉羽芯 大庄國小 不計名 

范畇秝 曙光小學 不計名 

童苡甄 清華附小 棄權 

徐羽嫻 青草湖國小 棄權 

陳禹潔 大庄國小 棄權 
 

第 335 項：國小女甲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睿彤 北門國小 00:08.96 

2 鄭安媞 東門國小 00:08.99 

3 李品潔 園區實小 00:09.19 

4 林宸宇 陽光國小 00:09.20 

5 徐子芸 建功國小 00:09.23 

5 張巧姍 新竹國小 00:09.23 

7 吳弈萱 龍山國小 00:09.27 

8 陳婧兒 東門國小 00:09.30 

9 王芊涵 載熙國小 00:09.35 

10 孫心予 建功國小 00:09.43 

11 蔡昕凌 新竹國小 00:09.49 

12 吳昕穎 香山國小 00:09.50 

13 謝幸宜 香山國小 00:09.51 

14 陳瑜琁 新竹國小 00:09.55 

14 繆晴陵 龍山國小 00:09.55 

16 吳沛玹 載熙國小 00:09.56 

17 鄭可其 西門國小 00:09.59 

18 吳悅同 關東國小 00:09.60 

19 魏千瑀 民富國小 00:09.68 

20 孫靖淳 陽光國小 00:09.72 

第 335 項：國小女甲 6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1 蘇詩雯 載熙國小 00:09.73

22 舒怡慈 建功國小 00:09.75

23 李翊菲 民富國小 00:09.77

24 張映雯 北門國小 00:09.82

24 陳湘文 陽光國小 00:09.82

26 郭宜姍 東園國小 00:09.85

27 劉欣喬 舊社國小 00:09.89

28 陳昀琳 西門國小 00:09.91

29 邵筱婷 北門國小 00:09.92

29 陳宜均 園區實小 00:09.92

31 許家綺 三民國小 00:09.93

32 邱妍綾 三民國小 00:09.98

33 潘宥心 香山國小 00:09.99

34 吳可若 東園國小 00:10.00

34 陳芳榆 東門國小 00:10.00

36 卓昀姍 舊社國小 00:10.01

37 盛筱晰 園區實小 00:10.02

38 于璦禎 關東國小 00:10.07

39 薛詩樺 西門國小 00:10.14

40 張妤安 龍山國小 00:10.26

41 施安淇 民富國小 00:10.28

42 賴妍芯 南寮國小 00:10.36

43 黃湘閔 南寮國小 00:10.52

44 徐婕瑜 舊社國小 00:10.53

45 楊巧婕 南寮國小 00:10.99

林楷旂 三民國小 棄權 

林俞杉 東園國小 棄權 

紀永薇 關東國小 棄權 
 

第 361 項：國小女甲 6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睿彤 北門國小 00:08.94

2 鄭安媞 東門國小 00:09.00

3 徐子芸 建功國小 00:09.13

4 林宸宇 陽光國小 00:09.24

5 李品潔 園區實小 00:09.25

6 吳弈萱 龍山國小 00:09.28

7 張巧姍 新竹國小 00:09.29

8 陳婧兒 東門國小 00:09.45
 

第 281 項：國小女甲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戴辰昀 龍山國小 00:14.31

2 林郁喬 關東國小 00:14.35

3 鄭安媞 東門國小 00:14.84

4 徐睿彤 北門國小 00:14.87

5 陳妍希 龍山國小 00:14.97

6 徐子芸 建功國小 00:15.08

7 楊家妤 三民國小 00:15.13

8 林宸宇 陽光國小 00:15.21

9 陳宥穎 民富國小 00:15.28

10 許萓庭 園區實小 0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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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1 項：國小女甲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1 蘇沿云 南寮國小 00:15.38 

12 陳鈺欣 新竹國小 00:15.40 

13 孫心予 建功國小 00:15.41 

14 呂羿靚 關東國小 00:15.55 

15 龔子涵 西門國小 00:15.56 

16 黃筱婷 西門國小 00:15.58 

16 謝幸宜 香山國小 00:15.58 

18 林湘妮 陽光國小 00:15.68 

19 邱詩婷 新竹國小 00:15.73 

20 王馨珮 新竹國小 00:15.75 

21 林宸妤 龍山國小 00:15.78 

22 吳沛玹 載熙國小 00:15.79 

23 鄭丞恩 民富國小 00:15.80 

24 紀沛辰 載熙國小 00:15.88 

25 陳珈妤 西門國小 00:15.93 

26 劉欣喬 舊社國小 00:15.99 

27 梅雅喬 東園國小 00:16.03 

28 朱芷儀 香山國小 00:16.05 

28 舒怡慈 建功國小 00:16.05 

30 李品潔 東門國小 00:16.25 

30 謝芙蓉 關東國小 00:16.25 

32 楊采倢 北門國小 00:16.29 

33 張采崴 陽光國小 00:16.38 

34 陳樂 園區實小 00:16.51 

35 林芸凡 東園國小 00:16.52 

36 潘宥心 香山國小 00:16.62 

37 林岢輗 舊社國小 00:16.70 

38 徐巧譯 東門國小 00:17.00 

39 許語桐 南寮國小 00:17.16 

40 周品瑜 舊社國小 00:17.25 

41 鄒芷瑜 南寮國小 00:17.47 

42 陳宥齊 民富國小 00:17.98 

43 李昀芳 北門國小 00:18.28 

陳巧慧 三民國小 棄權 
 

第 295 項：國小女甲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郁喬 關東國小 00:14.16 

2 戴辰昀 龍山國小 00:14.39 

3 鄭安媞 東門國小 00:14.68 

4 徐睿彤 北門國小 00:14.97 

5 陳妍希 龍山國小 00:15.03 

6 林宸宇 陽光國小 00:15.10 

7 徐子芸 建功國小 00:15.25 

8 楊家妤 三民國小 00:15.58 
 

第 209 項：國小女甲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戴辰昀 龍山國小 00:29.19 

2 林郁喬 關東國小 00:30.12 

3 程暄安 龍山國小 00:31.14 

4 呂宥妤 東門國小 00:31.53 

第 209 項：國小女甲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廖奕璇 關東國小 00:32.27

6 楊家妤 三民國小 00:32.46

7 陳鈺欣 新竹國小 00:32.58

8 李若磐 三民國小 00:32.67

9 陳禹慈 龍山國小 00:32.77

10 陳宥妘 東園國小 00:32.81

11 蔡智涓 關東國小 00:32.90

12 劉芷妤 舊社國小 00:33.06

13 何家樂 園區實小 00:33.42

14 陳瑜琁 新竹國小 00:33.50

15 王慕潔 陽光國小 00:33.69

16 汪樂樂 陽光國小 00:33.78

17 陳昀琳 西門國小 00:33.85

18 李宗樺 陽光國小 00:33.86

19 陳妤涵 北門國小 00:33.92

20 施辰俞 東園國小 00:33.99

21 謝羽喬 園區實小 00:34.25

22 孫丞妍 舊社國小 00:34.27

23 徐梓容 三民國小 00:34.36

24 李品潔 東門國小 00:34.57

25 邱琳恩 東園國小 00:34.58

26 黃筱婷 西門國小 00:35.03

27 何孟欣 民富國小 00:35.24

28 林詩婕 南寮國小 00:35.46

29 許瀞云 載熙國小 00:35.71

30 戴子芸 東門國小 00:36.01

31 劉芮瑄 載熙國小 00:36.31

32 鄭睿瑾 民富國小 00:36.76

33 蔡卉雯 民富國小 00:36.98

34 彭律穎 南寮國小 00:37.47

35 趙子炘 北門國小 00:37.74

36 謝子亭 南寮國小 00:38.53

37 陳子祈 北門國小 00:41.09

陳宇芩 載熙國小 棄權 
 

第 231 項：國小女甲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戴辰昀 龍山國小 00:29.18

2 林郁喬 關東國小 00:30.07

3 程暄安 龍山國小 00:31.05

4 楊家妤 三民國小 00:31.35

5 呂宥妤 東門國小 00:31.38

6 廖奕璇 關東國小 00:31.88

7 陳鈺欣 新竹國小 00:32.67

8 李若磐 三民國小 00:33.76
 

第 205 項：國小女甲 3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禹安 載熙國小 15:36.80 破大會紀錄 15:38.67

2 邱芊樺 關東國小 18:30.82

3 陳泳卉 載熙國小 18:44.58

4 郭子菱 龍山國小 20:26.08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成績總表 

25 

第 205 項：國小女甲 3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侯宣任 載熙國小 20:31.72 

6 王芓晴 龍山國小 20:33.03 

7 彭和音 關東國小 20:45.37 

8 涂芸瑄 西門國小 21:18.86 

9 江采臻 龍山國小 21:55.44 

10 余佳芸 建功國小 22:02.28 

11 徐寀晏 東門國小 22:03.77 

12 楊正莃 關東國小 22:09.48 

13 彭湘珺 西門國小 22:13.34 

14 任映竹 西門國小 22:19.92 

15 高妤瑄 建功國小 22:34.02 

16 徐巧譯 東門國小 22:40.38 

17 謝萱融 建功國小 22:47.66 

葉欣穎 園區實小 棄權 

何昭誼 東門國小 棄權 
 

第 253 項：國小女甲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關東國小 00:57.64 

2  龍山國小 00:58.61 

3  載熙國小 00:59.30 

4  建功國小 00:59.49 

5  民富國小 00:59.70 

6  新竹國小 00:59.78 

7  北門國小 01:00.96 

8  園區實小 01:01.08 

9  東園國小 01:01.82 

10  西門國小 01:01.93 

11  香山國小 01:02.38 

12  陽光國小 01:02.50 

13  東門國小 01:02.92 

14  三民國小 01:06.99 
 

第 313 項：國小女甲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智涓 簡語妍 
莫舒硯 林郁喬 

關東國小 00:57.27 
 

2 
舒怡慈 徐子芸 
彭若喬 孫心予 

建功國小 00:59.30 
 

3 
王芊涵 蘇詩雯 
紀沛辰 顏若璇 

載熙國小 00:59.54 
 

4 
李翊菲 鄭丞恩 
陳宥穎 魏千瑀 

民富國小 00:59.85 
 

5 
程暄安 戴辰昀 
林宸妤 陳妍希 

龍山國小 00:59.86 
 

6 
張巧姍 邱詩婷 
蔡昕凌 陳鈺欣 

新竹國小 01:00.42 
 

7 
楊采倢 陳絜琳 
張映雯 邵筱婷 

北門國小 01:01.72 
 

8 
陳宜均 李品潔 
許萓庭 謝羽喬 

園區實小 01:02.71 
 

 

 

第 351 項：國小女甲 4×2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龍山國小 02:05.45

2  關東國小 02:07.00

3  東門國小 02:07.61

4  三民國小 02:09.05

5  載熙國小 02:09.61

6  北門國小 02:09.86

7  西門國小 02:11.84

7  東園國小 02:11.84

9  陽光國小 02:16.96

10  園區實小 02:17.51

11  建功國小 02:22.63

 民富國小 違規 
 

第 385 項：國小女甲 4×2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智涓 簡語妍

莫舒硯 廖奕璇
關東國小 02:04.26

 

2
程暄安 陳妍希

林宸妤 吳弈萱
龍山國小 02:04.80

 

3
鄭安媞 呂宥妤

李品潔 陳婧兒
東門國小 02:08.25

 

4
陳絜琳 徐睿彤

陳妤涵 楊采倢
北門國小 02:09.53

 

5
徐梓容 李若磐

李承毓 楊家妤
三民國小 02:11.18

 

6
王芊涵 蘇詩雯

吳沛玹 顏若璇
載熙國小 02:11.36

 

7
林芸凡 梅雅喬

施辰俞 陳宥妘
東園國小 02:12.69

 

8
鄭可其 陳珈妤

陳昀琳 黃筱婷
西門國小 02:12.77

 
 

第 118 項：國小女甲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若磐 三民國小 40.49 

2 徐梓容 三民國小 40.09 

3 黃婕綾 西門國小 38.54 

4 李承毓 三民國小 38.50 

5 林永宜 東門國小 37.41 

6 鄭苡潔 新竹國小 33.82 

7 陳宜姗 建功國小 33.80 

8 陳致靜 西門國小 33.32 

9 陳亮妤 民富國小 32.94 

10 林莘雅 關東國小 30.13 

11 羅寗喬 龍山國小 30.09 

李怡潔 北門國小 不計名 

劉佳娸 新竹國小 不計名 

王婕妤 載熙國小 不計名 

洪宜加 東門國小 不計名 

吳紹慈 龍山國小 不計名 

李冠美 西門國小 不計名 

阮郁婷 龍山國小 不計名 

陳禹沛 建功國小 不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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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8 項：國小女甲壘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周品瑜 舊社國小 不計名 

陳蓁莛 關東國小 不計名 

黃沛禎 東園國小 棄權 

林彩瑜 東園國小 棄權 

裴翊捷 北門國小 棄權 

曾芙靚 南寮國小 棄權 

顏詠芝 民富國小 棄權 
 

第 144 項：國小女甲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致靜 西門國小 8.14 

2 黃沛禎 東園國小 7.41 

3 宋語緁 三民國小 7.27 

4 黃婕綾 西門國小 6.76 

5 陳宜姗 建功國小 6.70 

6 張嘏汎 西門國小 6.50 

7 簡立媛 陽光國小 6.40 

8 羅寗喬 龍山國小 6.39 

廖奕璇 關東國小 不計名 

何宛亭 關東國小 不計名 

王婕妤 載熙國小 不計名 

張秉潔 北門國小 不計名 

劉佳娸 新竹國小 不計名 

陳禹沛 建功國小 不計名 

羅家芊 東門國小 不計名 

林永宜 東門國小 不計名 

洪宜加 東門國小 不計名 

阮郁婷 龍山國小 不計名 

吳紹慈 龍山國小 不計名 

孫靖淳 陽光國小 不計名 

林彩瑜 東園國小 棄權 
 

第 108 項：國小女甲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若喬 建功國小 1.35 

2 簡語妍 關東國小 1.30 

3 王儷靜 新竹國小 1.25 

4 呂羿靚 關東國小 1.20 

5 姚思妤 新竹國小 1.15 

5 陳芸萱 新竹國小 1.15 

5 張書華 龍山國小 1.15 

5 廖彗伶 建功國小 1.15 

黃婉溱 東門國小 不計名 

林詩婕 南寮國小 不計名 

鄒芷瑜 南寮國小 不計名 

謝芙蓉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張芮華 西門國小 不計名 

謝萱融 建功國小 不計名 

賴雨婕 龍山國小 不計名 

蕭美恩 北門國小 不計名 

張瑀芩 三民國小 不計名 

顏若璇 載熙國小 1.10 不計名 

第 108 項：國小女甲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秦睿妤 舊社國小 1.10 不計名 

盧敏晴 龍山國小 1.10 不計名 

胡欣岑 北門國小 1.10 不計名 

蔡心雅 東門國小 1.10 不計名 

張郁晨 三民國小 1.15 不計名 

游沁穎 舊社國小 1.15 不計名 

蔡汶君 三民國小 1.15 不計名 

陳宇芩 載熙國小 1.15 不計名 

曾芙靚 南寮國小 棄權 
 

第 116 項：國小女甲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品潔 園區實小 4.04 

2 彭若喬 建功國小 3.91 

3 莫舒硯 關東國小 3.84 

4 吳悅同 關東國小 3.62 

5 廖彗伶 建功國小 3.58 

6 王儷靜 新竹國小 3.50 

7 林祤祺 民富國小 3.45 

8 吳弈萱 龍山國小 3.38 

9 呂宥妤 東門國小 3.37 

10 張書華 龍山國小 3.36 

10 姚思妤 新竹國小 3.36 

12 李承毓 三民國小 3.34 

13 林維恩 園區實小 3.08 

14 曾彥慈 北門國小 3.01 

15 陳妤涵 北門國小 2.99 

16 金宥妡 三民國小 2.93 

17 徐寀晏 東門國小 2.88 

18 黃筠媗 園區實小 2.87 

19 薛詩樺 西門國小 2.84 

20 黃婉溱 東門國小 2.75 

21 郭宜姍 東園國小 2.74 

22 賴雨婕 龍山國小 2.59 

23 陳絜琳 北門國小 2.55 

24 蔡汶君 三民國小 2.52 

25 余佳芸 建功國小 2.46 

26 蕭慈庭 東園國小 2.10 

王汝恩 東園國小 棄權 

紀永薇 關東國小 棄權 

張芮華 西門國小 棄權 
 

第 503 項：國小女甲三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亦甯 東門國小 826 

2 楊正萱 關東國小 803 

3 林采璇 龍山國小 794 

4 胡睿耘 載熙國小 791 

5 曾雨宣 南寮國小 697 

6 黃承萱 龍山國小 688 

7 簡珮宸 西門國小 663 

8 郭妍芯 北門國小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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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3 項：國小女甲三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9 張語晴 龍山國小 468 

10 彭鈴喬 北門國小 437 

11 陳恩霈  園區實小 430 

12 朱哲妍 三民國小 423 

13 任雅萱 載熙國小 356 

14 柯穎潔 關東國小 338 
 

第 529 項：國小女甲三項 100 公尺(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正萱 關東國小 00:15.98 

2 許亦甯 東門國小 00:16.03 

3 林采璇 龍山國小 00:16.19 

4 胡睿耘 載熙國小 00:16.33 

5 簡珮宸 西門國小 00:16.65 

6 彭鈴喬 北門國小 00:16.98 

7 郭妍芯 北門國小 00:17.05 

7 曾雨宣 南寮國小 00:17.05 

9 黃承萱 龍山國小 00:17.06 

10 張語晴 龍山國小 00:17.08 

11 陳恩霈  園區實小 00:17.23 

12 任雅萱 載熙國小 00:17.51 

13 柯穎潔 關東國小 00:17.55 

14 朱哲妍 三民國小 00:18.28 
 

第 527 項：國小女甲三項鉛球(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哲妍 三民國小 6.67 

2 胡睿耘 載熙國小 6.12 

3 林采璇 龍山國小 5.92 

4 張語晴 龍山國小 5.77 

5 黃承萱 龍山國小 5.71 

6 楊正萱 關東國小 5.66 

7 許亦甯 東門國小 5.43 

8 陳恩霈  園區實小 5.39 

9 曾雨宣 南寮國小 5.14 

10 彭鈴喬 北門國小 5.12 

10 郭妍芯 北門國小 5.12 

12 簡珮宸 西門國小 4.65 

13 任雅萱 載熙國小 4.62 

14 柯穎潔 關東國小 4.41 
 

第 528 項：國小女甲三項跳高(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亦甯 東門國小 1.15 

1 曾雨宣 南寮國小 1.15 

3 林采璇 龍山國小 1.10 

3 胡睿耘 載熙國小 1.10 

3 楊正萱 關東國小 1.10 

3 簡珮宸 西門國小 1.10 

3 黃承萱 龍山國小 1.10 

8 郭妍芯 北門國小 1.05 

柯穎潔 關東國小 不計名 

第 528 項：國小女甲三項跳高(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陳恩霈  園區實小 不計名 

朱哲妍 三民國小 不計名 

彭鈴喬 北門國小 不計名 

張語晴 龍山國小 不計名 

任雅萱 載熙國小 棄權 
 

第 211 項：國中女 1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13.72

2 黃芷萱 成德國中 00:13.85

3 周宥妡 光華國中 00:14.39

4 李怡璇 育賢國中 00:14.43

5 曾榆庭 光武國中 00:14.45

6 阮仁育 育賢國中 00:14.63

7 劉承芸 成德國中 00:14.64

8 陳紫瑜 內湖國中 00:14.70

9 陳苡均 虎林國中 00:14.74

10 梁詩佳 育賢國中 00:14.80

11 李梓寧 建華國中 00:14.81

12 陳紫萱 成德國中 00:14.88

13 陳芊榕 三民國中 00:14.91

14 林裴恩 南華國中 00:15.02

15 陳齊佑 虎林國中 00:15.05

16 楊芸瑄 香山國中 00:15.29

17 陳貞宜 竹光國中 00:15.36

18 蔣欣妤 建功國中 00:15.38

19 鄭筑文 建華國中 00:15.49

20 莊雅筑 南華國中 00:15.60

21 劉孟蕎 實驗國中 00:15.63

22 何芷妤 竹光國中 00:15.69

23 鄒繡憶 新科國中 00:15.80

24 鄭郁蓉 建華國中 00:16.01

25 林宜葳 內湖國中 00:16.06

26 范鈺潔 南華國中 00:16.12

唐琬晴 富禮國中 棄權 

易思岑 培英國中 棄權 

林羽芊 富禮國中 棄權 

游媃朴 富禮國中 棄權 

陳永禎 光華國中 棄權 

王品婕  光武國中 棄權 

林宥溱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233 項：國中女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13.65

2 黃芷萱 成德國中 00:13.91

3 周宥妡 光華國中 00:14.33

4 李怡璇 育賢國中 00:14.52

5 曾榆庭 光武國中 00:14.59

6 阮仁育 育賢國中 00:14.63

7 劉承芸 成德國中 00:14.74

8 陳紫瑜 內湖國中 0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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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7 項：國中女 2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28.76 

2 黃芷萱 成德國中 00:28.77 

3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0:29.06 

4 黃䓃媞 光武國中 00:29.31 

5 呂佳書 光武國中 00:29.77 

6 曾榆庭 光武國中 00:30.30 

7 阮仁育 育賢國中 00:30.43 

8 陳紫萱 成德國中 00:31.01 

9 王妤婕 成德國中 00:31.09 

10 何妍葳 培英國中 00:31.13 

11 李怡璇 育賢國中 00:31.20 

12 梁詩佳 育賢國中 00:31.24 

13 陳芊榕 三民國中 00:31.41 

14 陳苡均 虎林國中 00:31.93 

15 吳宥蓁 香山國中 00:32.17 

16 黃芷瑜 新科國中 00:32.29 

17 陳貞宜 竹光國中 00:32.36 

18 許人驊 香山國中 00:32.58 

19 鄒繡憶 新科國中 00:32.64 

20 楊茲涵 竹光國中 00:32.94 

21 王昱晴 富禮國中 00:32.97 

22 張慈玉 內湖國中 00:33.30 

23 黃芷琳 新科國中 00:33.37 

24 江宜臻 內湖國中 00:33.99 

25 陳姍畇 建華國中 00:34.23 

26 林宜葳 內湖國中 00:34.91 

27 吳雅燕 香山國中 00:35.38 

劉孟蕎 實驗國中 違規 

陳蔓暄 三民國中 違規 

吳彗瑄 建華國中 棄權 

唐琬晴 富禮國中 棄權 

張芷沄 虎林國中 棄權 

易思岑 培英國中 棄權 

黃琦恩 實驗國中 棄權 

文婷 光華國中 棄權 
 

第 363 項：國中女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28.71 

2 黃芷萱 成德國中 00:28.91 

3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0:28.99 

4 黃䓃媞 光武國中 00:29.97 

5 呂佳書 光武國中 00:30.07 

6 阮仁育 育賢國中 00:30.60 

7 曾榆庭 光武國中 00:30.67 

8 陳紫萱 成德國中 00:31.15 
 

第 217 項：國中女 4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欣諭 富禮國中 01:04.72 

2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1:06.27 

第 217 項：國中女 4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黃承鴻 竹光國中 01:08.07

4 彭歆惠 光武國中 01:09.13

5 吳偲齊 三民國中 01:09.35

6 王筠晴 富禮國中 01:10.06

7 游喻芯 培英國中 01:10.50

8 許嘉妡 三民國中 01:10.73

9 呂佳書 光武國中 01:11.65

10 黃䓃媞 光武國中 01:12.07

11 楊璦麗 虎林國中 01:13.23

12 吳思婷 香山國中 01:13.39

13 何妍葳 培英國中 01:13.52

14 張宇涵 三民國中 01:13.85

15 李睿安 建功國中 01:14.50

16 楊茲涵 竹光國中 01:16.72

17 黃芷瑜 新科國中 01:16.78

18 林柏汝 建功國中 01:17.31

19 林宥里 實驗國中 01:17.82

20 江宜臻 內湖國中 01:19.57

21 何妍萱 培英國中 01:21.69

何芷妤 竹光國中 棄權 

劉佳珈 香山國中 棄權 

林可倫 實驗國中 棄權 

黃琦恩 實驗國中 棄權 

張芷沄 虎林國中 棄權 
 

第 239 項：國中女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欣諭 富禮國中 01:03.83

2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1:06.66

3 彭歆惠 光武國中 01:07.45

4 王筠晴 富禮國中 01:08.30

5 吳偲齊 三民國中 01:08.74

6 黃承鴻 竹光國中 01:09.10

7 游喻芯 培英國中 01:11.07

8 許嘉妡 三民國中 01:12.24
 

第 297 項：國中女 8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和錡 光武國中 02:37.37

2 謝欣諭 富禮國中 02:38.81

3 李依旻 光武國中 02:39.95

4 朱芹萱 富禮國中 02:41.38

5 黃承鴻 竹光國中 02:43.50

6 林佩蓁 育賢國中 02:43.81

7 潘若翎 成德國中 02:45.31

8 游雅薰 富禮國中 02:48.66

9 游喻芯 培英國中 02:50.26

10 孫亞翊 三民國中 02:51.09

11 吳偲齊 三民國中 02:51.32

12 彭淳羚 成德國中 02:58.16

13 吳思婷 香山國中 03:03.89

14 楊鎧聿 實驗國中 03: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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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7 項：國中女 800 公尺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5 樊佳瑄 實驗國中 03:20.35 

16 何妍萱 培英國中 03:33.23 

劉佳珈 香山國中 棄權 
 

第 343 項：國中女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和錡 光武國中 02:32.08 

2 李依旻 光武國中 02:36.10 

3 謝欣諭 富禮國中 02:36.12 

4 林佩蓁 育賢國中 02:38.51 

5 黃承鴻 竹光國中 02:39.99 

6 朱芹萱 富禮國中 02:40.26 

7 潘若翎 成德國中 02:41.80 

8 游雅薰 富禮國中 02:54.80 
 

第 245 項：國中女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和錡 光武國中 05:19.06 

2 朱芹萱 富禮國中 05:25.93 

3 李依旻 光武國中 05:27.78 

4 潘若翎 成德國中 05:40.33 

5 林佩蓁 育賢國中 05:43.81 

6 游雅薰 富禮國中 05:57.93 

7 彭淳羚 成德國中 06:06.82 

8 孫亞翊 三民國中 06:07.31 

9 周儀昕 虎林國中 06:33.52 

許品靚 建華國中 棄權 
 

第 273 項：國中女 5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欣柔 竹光國中 27:05.29 

2 戴雨晴 光華國中 28:51.46 

3 范珮萱 成德國中 29:08.41 

4 張迦甯 竹光國中 29:33.63 

5 賴禹希 建功國中 32:34.92 

6 顏語潼 光武國中 33:40.75 

熊玉鎵 光華國中 棄權 

田嘉瑄 光華國中 棄權 

許品靚 建華國中 棄權 
 

第 255 項：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光武國中 00:52.54 

2  成德國中 00:54.39 

3  育賢國中 00:55.95 

4  三民國中 00:56.08 

5  虎林國中 00:56.44 

6  培英國中 00:56.72 

7  香山國中 00:58.45 

8  建功國中 00:59.27 

9  建華國中 00:59.89 

10  南華國中 01:00.31 

第 255 項：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1  內湖國中 01:00.99

12  實驗國中 01:01.46
 

第 315 項：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采頤 丁亦辰

吳承恩 彭歆惠
光武國中 00:53.11

 

2
劉承芸 邱艾琳

李妤婕 黃芷萱
成德國中 00:53.44

 

3
張宇涵 孫亞翊

許嘉妡 陳蔓暄
三民國中 00:55.47

 

4
陳苡均 黃楷茹

劉靜靖 楊璦麗
虎林國中 00:56.18

 

5
梁詩佳 林佩蓁

阮仁育 李怡璇
育賢國中 00:56.34

 

6
何妍葳 游喻芯

何妍萱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56.94

 

7
蔡如螢 吳宥蓁

劉佳珈 吳思婷
香山國中 00:58.47

 

8
蔣侑恩 蔣欣妤

林柏汝 李睿安
建功國中 00:59.02

 
 

第 353 項：國中女 4×400 公尺接力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三民國中 04:40.81

2  光武國中 04:41.92

3  富禮國中 04:42.67

4 虎林國中 04:48.55

5 育賢國中 04:49.96

6 成德國中 04:50.66

7 培英國中 05:01.50

8 竹光國中 05:01.69

建華國中 違規 

新科國中 棄權 
 

第 387 項：國中女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歆惠 李依旻

李和錡 丁亦辰
光武國中 04:26.80

 

2
王筠晴 游雅薰

朱芹萱 謝欣諭
富禮國中 04:35.82

 

3
張宇涵 許嘉妡

孫亞翊 吳偲齊
三民國中 04:40.68

 

4
何妍葳 游喻芯

陳書伃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4:44.14

 

5
劉承芸 陳紫萱

李妤婕 邱艾琳
成德國中 04:48.40

 

6
陳齊佑 劉靜靖

陳苡均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4:50.59

 

7
楊茲涵 陳欣柔

陳貞宜 黃承鴻
竹光國中 04:53.34

 

 
李怡璇 阮仁育

梁詩佳 林佩蓁
育賢國中 

 
違規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成績總表 

30 

第 327 項：國中女 100 公尺跨欄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艾琳 成德國中 00:17.49 

2 廖芸萱 三民國中 00:17.94 

3 林書羽 三民國中 00:18.15 

4 楊采頤 光武國中 00:18.21 

5 李妤婕 成德國中 00:18.58 

6 林裴恩 南華國中 00:20.54 

7 楊璦麗 虎林國中 00:20.95 

8 游慧欣 成德國中 00:21.23 

9 劉靜靖 虎林國中 00:21.29 

10 陳佩琦 三民國中 00:23.15 
 

第 369 項：國中女 1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艾琳 成德國中 00:16.52 

2 廖芸萱 三民國中 00:17.59 

3 楊采頤 光武國中 00:18.06 

4 林書羽 三民國中 00:18.19 

5 李妤婕 成德國中 00:18.34 

6 林裴恩 南華國中 00:20.24 

7 楊璦麗 虎林國中 00:20.39 

8 游慧欣 成德國中 00:21.23 
 

第 303 項：國中女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書羽 三民國中 01:18.39 

2 廖芸萱 三民國中 01:18.40 
 

第 168 項：國中女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佳育 光武國中 37.77 破大會紀錄 36.37 破大會紀錄 36.37

2 曾星慈 虎林國中 24.91 

3 彭子綺 曙光國中 21.23 

4 邱于庭 光華國中 8.69 

吳蕎安 光華國中 棄權 
 

第 174 項：國中女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喜加 光華國中 12.85 

2 李佳育 光武國中 10.99 

3 陳妤蓁 新科國中 9.49 

4 鄭文婷 培英國中 9.38 

5 陳佩綾 富禮國中 9.15 

6 陳雅琪 富禮國中 8.61 

7 林宥里 實驗國中 8.46 

8 彭子綺 曙光國中 7.69 

邱于庭 光華國中 不計名 

陳奎伊 光華國中 棄權 

林昀加 建華國中 棄權 

徐儷溱 建華國中 棄權 

林依潔 富禮國中 棄權 
 

 

第 121 項：國中女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喜加 光華國中 28.45 

2 陳佩綾 富禮國中 19.54 

3 鄭文婷 培英國中 16.50 

4 張今彩 光華國中 14.05 

5 鄭又喬 成德國中 13.07 
 

第 112 項：國中女鏈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又喬 成德國中 17.71 
 

第 117 項：國中女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1.51 

2 陳書伃 培英國中 1.48 

3 吳承恩 光武國中 1.45 

4 郭恩慈 光武國中 1.40 

5 黃芷琳 新科國中 1.25 

陳永禎 光華國中 棄權 

胡慈芸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102 項：國中女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艾琳 成德國中 5.05 

2 楊采頤 光武國中 4.91 

3 彭歆惠 光武國中 4.68 

4 陳紫瑜 內湖國中 4.35 

5 李妤婕 成德國中 4.26 

6 劉承芸 成德國中 4.08 

7 潘瑀茹 南華國中 3.70 

8 周宥妡 光華國中 3.70 

9 陳齊佑 虎林國中 3.44 

10 陳捷語 竹光國中 3.42 

11 劉靜靖 虎林國中 3.38 

12 張慈玉 內湖國中 3.14 

13 張安愉 實驗國中 3.07 

林宥溱 培英國中 棄權 

李梓寧 建華國中 棄權 

鄭郁蓉 建華國中 棄權 

胡慈芸 培英國中 棄權 

黃湘婷 培英國中 棄權 

傅宥欣 光華國中 棄權 

鄭筑文 建華國中 棄權 
 

第 505 項：國中女五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2703 
破大會紀錄

2464 

2 吳承恩 光武國中 1745 
 

第 537 項：國中女五項 800 公尺(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02: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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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7 項：國中女五項 800 公尺(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吳承恩 光武國中 02:59.49 
 

第 536 項：國中女五項 100 公尺跨欄(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00:16.38 

2 吳承恩 光武國中 00:22.34 
 

第 535 項：國中女五項跳遠(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4.75 

2 吳承恩 光武國中 4.25 
 

第 534 項：國中女五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9.62 

2 吳承恩 光武國中 6.87 
 

第 533 項：國中女五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承恩 光武國中 1.43 

1 丁亦辰 光武國中 1.43 
 

 

第 235 項：高中女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子心 成德高中 00:12.76 

2 洪逸璇 新竹女中 00:12.93 

3 張芷瑜 成德高中 00:13.51 

4 楊幸穎 建功高中 00:14.22 

5 黃子玲 新竹女中 00:14.28 

6 陳幼軒 新竹女中 00:15.32 
 

第 365 項：高中女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子心 成德高中 00:26.49 

2 洪逸璇 新竹女中 00:26.96 

3 張芷瑜 成德高中 00:28.31 

4 楊宛蓁 新竹女中 00:30.69 

5 陳姳篫 新竹女中 00:33.15 
 

第 241 項：高中女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昱儒 新竹女中 01:01.11 

2 毛詩閔 成德高中 01:02.13 

3 林宸羽 新竹高工 01:10.39 

4 楊宛蓁 新竹女中 01:14.14 

5 吳蓮憶 新竹高商 01:19.76 
 

第 345 項：高中女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昱儒 新竹女中 02:24.84 

2 胡珈甄 成德高中 02:29.27 

第 345 項：高中女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陳嘉芊 成德高中 02:36.10

4 徐煊婷 新竹女中 02:44.61

5 栢詩晴 新竹高商 02:45.84

6 范郁昀 新竹高工 02:56.50

7 吳蓮憶 新竹高商 03:01.33
 

第 247 項：高中女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胡珈甄 成德高中 05:18.77

2 劉俞婕 成德高中 05:20.16

3 陳嘉芊 成德高中 05:31.81

4 潘佳妤 新竹女中 06:03.72

5 栢詩晴 新竹高商 06:19.83

6 黃心俞 實驗高中 06:38.70
 

第 276 項：高中女 5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佳妤 新竹女中 24:33.86

2 徐煊婷 新竹女中 25:46.40

3 黃芷誼 建功高中 27:30.79

4 謝苡柔 新竹高工 28:32.02

周佳欣 新竹女中 棄權 

王亮棠 新竹高工 棄權 
 

第 264 項：高中女 10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蘇易純 成德高中 59:05.61

2 黃芷誼 建功高中 63:48.76
 

 

第 317 項：高中女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芷瑜 趙子心

江禹彤 毛詩閔
成德高中 00:50.84

 

2
楊宛蓁 洪逸璇

黃子玲 陳昱儒
新竹女中 00:52.67

 

3
林宸羽 楊以恩

鍾育辰 謝苡柔
新竹高工 00:58.42

 

  新竹高商   
 

第 389 項：高中女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毛詩閔 胡珈甄

江禹彤 趙子心
成德高中 04:13.53

 

2
楊宛蓁 洪逸璇

徐煊婷 陳昱儒
新竹女中 04:34.40

 

3
張凱柔 吳蓮憶

栢詩晴 黃子綾
新竹高商 05:14.93

 
 

第 370 項：高中女 1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龐佩玲 成德高中 00:18.66

2 劉芝綺 光復中學 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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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4 項：高中女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毛詩閔 成德高中 01:13.10 
 

第 380 項：高中女 3000 公尺障礙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俞婕 成德高中 12:40.47 破大會紀錄 12:48.50

2 黃心俞 實驗高中 16:24.43 
 

第 110 項：高中女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少媛 成德高中 38 

2 詹鳳玉 成德高中 37.39 

3 陳珮綾 成德高中 30.53 

4 邱瑋蝶 新竹女中 22.44 
 

第 127 項：高中女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采 成德高中 11.04 

2 邱于軒 成德高中 9.21 

3 彭子凌 新竹女中 9.19 

4 陳雅琪 成德高中 9 

5 莊芸萁 新竹女中 8.16 

6 張慈馨 新竹女中 7.38 
 

第 152 項：高中女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惠玲 成德高中 35.50 

2 邱于軒 成德高中 33.79 

3 徐采 成德高中 30.35 
 

第 113 項：高中女鏈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雅琪 成德高中 39.94 

2 王亮棠 新竹高工 12.70 

張少媛 成德高中 棄權 

陳珮綾 成德高中 棄權 

謝苡柔 新竹高工 棄權 
 

第 129 項：高中女跳高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禹彤 成德高中 1.64 

2 劉亮萱 新竹女中 1.30 
 

第 165 項：高中女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以婷 成德高中 4.13 

2 楊以恩 新竹高工 4.07 

3 賴沛瑜 新竹女中 3.95 

4 張凱柔 新竹高商 3.86 

5 黃子綾 新竹高商 3.73 

6 蔡金庭 新竹高工 3.61 
 

 

第 141 項：高中女三級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禹彤 成德高中 10.15 
 

第 507 項：高中女七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以婷 成德高中 2709 

2 龐佩玲 成德高中 2594 
 

第 548 項：高中女七項 200 公尺(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龐佩玲 成德高中 00:29.58

2 莊以婷 成德高中 00:30.34
 

第 549 項：高中女七項 800 公尺(七)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龐佩玲 成德高中 02:57.18

2 莊以婷 成德高中 03:04.45
 

第 547 項：高中女七項 100 公尺跨欄(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龐佩玲 成德高中 00:18.44

2 莊以婷 成德高中 00:21.16
 

第 545 項：高中女七項跳遠(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以婷 成德高中 4.33 

2 龐佩玲 成德高中 4.02 
 

第 544 項：高中女七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以婷 成德高中 6.39 

2 龐佩玲 成德高中 5.57 
 

第 543 項：高中女七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龐佩玲 成德高中 1.30 

2 莊以婷 成德高中 1.25 
 

第 546 項：高中女七項標槍(六)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以婷 成德高中 40.17 

2 龐佩玲 成德高中 19.60 
 

第 237 項：大專社會女 1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薛宇涵 清華大學 00:12.92

2 陳咏恩 清華大學 00:13.64

3 孫郁茹 交通大學 00:13.80

4 陳虹吟 東區公所 00:13.93

5 白瑄勤 交通大學 00:14.40

6 王欣茹 北區區公所 00:15.08

7 莊詠心 交通大學 00:15.45

張皓淳 清華大學 棄權 
 



新竹市 109 年全市運動會田徑錦標賽成績總表 

33 

 

第 367 項：大專社會女 2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咏恩 清華大學 00:28.72 

2 孫郁茹 交通大學 00:29.26 

3 白瑄勤 交通大學 00:29.78 

4 劉思旻 交通大學 00:34.03 
 

第 243 項：大專社會女 4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于嘉 清華大學 01:02.50 

2 陳冠媖 清華大學 01:07.84 
 

第 347 項：大專社會女 8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翁晟庭 東區公所 02:39.00 

2 陳冠媖 清華大學 02:44.87 

3 林毓淇 清華大學 03:05.44 
 

第 249 項：大專社會女 15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翁晟庭 東區公所 05:49.41 

2 林毓淇 清華大學 06:27.04 
 

第 275 項：大專社會女 5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虹智 東區公所 21:59.22 

2 邱冠樺 交通大學 24:15.17 
 

第 325 項：大專社會女 10000 公尺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婉茜 東區公所 45:44.82 

2 賴虹智 東區公所 47:41.82 
 

第 263 項：大專社會女 10000 公尺競走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宇欣 元培醫大 53:16.66 破大會紀錄 57:06.75

2 鄔惟喬 北區區公所 58:05.46 

3 劉怡暄 清華大學 62:20.58 
 

第 318 項：大專社會女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咏惠 王于嘉 
姚佩依 薛宇涵 

清華大學 00:51.38 破大會紀錄 00:52.86

2 
孫郁茹 莊詠心 
劉思旻 白瑄勤 

交通大學 00:56.88 
 

 

第 391 項：大專社會女 4×400 公尺接力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皓淳 陳冠媖 
王于嘉 薛宇涵 

清華大學 04:22.27 破大會紀錄 04:23.19

 

 

 

 

 

第 371 項：大專社會女 1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張皓淳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305 項：大專社會女 400 公尺跨欄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于嘉 清華大學 01:09.71
 

第 111 項：大專社會女標槍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于庭 清華大學 44.65 破大會紀錄 40.82

2 蘇羿璇 玄奘大學 34.76 

3 吳忻慈 清華大學 32.98 

4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27.86 

吳育容 香山區 棄權 

陳詠婷 香山區 棄權 

曾驛婷 北區區公所 棄權 

許羽君 香山區 棄權 
 

第 128 項：大專社會女鉛球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芷葳 清華大學 13.72 破大會紀錄 12.59

2 吳忻慈 清華大學 12.30 

3 蘇羿璇 玄奘大學 8.12 

吳育容 香山區 棄權 

陳詠婷 香山區 棄權 

曾驛婷 北區區公所 棄權 

許羽君 香山區 棄權 
 

第 153 項：大專社會女鐵餅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芷葳 清華大學 38.02 
 

第 166 項：大專社會女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虹吟 東區公所 5.01 

2 薛宇涵 清華大學 5.01 

3 陳咏惠 清華大學 4.46 

4 姚佩依 清華大學 4.39 

5 王欣茹 北區區公所 3.93 
 

第 142 項：大專社會女三級跳遠決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咏惠 清華大學 9.17 

2 姚佩依 清華大學 8.21 
 

第 509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運動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3587 
 

第 565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 200 公尺(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00: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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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6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 800 公尺(七)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02:48.14 
 

第 564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 100 公尺跨欄(一)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00:17.57 
 

第 562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跳遠(五)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4.65 
 

第 561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鉛球(三)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8.26 
 

第 560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跳高(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1.57 
 

第 563 項：大專社會女七項標槍(六)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琳雅 北區區公所 2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