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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規程 
一、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6條規定辦理。 
二、 目的：為推展本市全民體育活動，辦理各項體育競賽及休閒活動，以激

勵全民運動風氣，並提高各項運動技術水準。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五、 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新竹市立載熙國小、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新竹市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七、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成德高中田徑場。 
八、 比賽時間：111年7月29日（星期五） 
九、 註冊及會議： 

(一) 參賽單位應先於網路辦理註冊，經過核定後始得進行報名作業。 
(二) 註冊報名，請至新竹市運動會田徑競賽系統

(http://sport.nowforyou.com/sh5r/)下載。 
(三) 註冊期限：即日起至111年7月20日（星期三）下午5 時網路截止

報名，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改相關報名資料(本報名為最後期限，報

名單位有權提前截止該單位報名作業)。報名完成後將網路報名資

料列印乙份，經主管簽章，並掃描成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電子信箱：cmas.tw@gmail.com，連絡電話柯澎傑老師0938-
113286。        

(四) 報到及會議：111年7月28日上午10:00領隊會議，10:30裁判會

議，地點：成德高中學生活動中心，相關訊息公告於新竹市運動會

競賽系統網站。   
十、 參賽資格： 

(一) 本市國小、國中、高中。 
(二) 公開組(邀請單位)：新竹縣 、苗栗縣立國小、國中、高中之選手。 

十一、 比賽項目：本次競賽採計時決賽 
(一) 田賽：國小：跳遠、推鉛球、跳高、壘球擲遠。 

國中：跳遠、跳高、推鉛球、標槍。 
(二) 徑賽：國小：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3000公尺競走、 

            4×100公尺接力(國小1校限報1隊)。 
國中：100公尺、400公尺、1500公尺、5000公尺競走、 
      4×100公尺接力(國中1校限報2隊)。 
高中組:10000競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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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比賽分組： 

(一) 每校各單項限報名五人，每人最多參加二項（競走不限人數）。 
(二) 國小應屆畢業生，請報國中組，國中應屆畢業生，請報高中組。 

十三、 實施方式：  
(一) 裁判：由新竹市田徑委員會安排C級以上擔任裁判之工作。 
(二) 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發布之最新田徑規則。 

十四、 獎勵辦法： 
(一) 依據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辦理敘獎。 
(二) 各競賽項目註冊在8人以上時錄取前8名、6至7人取4名、5至4人取3

名、3人取1名，2人以下列為表演賽，前8名頒發獎狀，表演賽核給

成績證明。(遇訂有參賽標準未達參賽標準及未全程出賽者，不予

頒發獎狀個人成績優異之指導老師，依據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

規定辦理敘獎。 
(三) 期間協助辦理活動之工作人員，依據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

辦理敘獎。 
(四) 邀請賽之參賽選手為公開組參賽，前8名頒發獎狀乙份。 

十五、 注意事項: 
(一) 大會有權將此項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登錄於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參賽著不得提出異議。 
(二) 保險:大會為本次活動針對所有參賽者投保每人300萬元之公共意外

險及個人人身保險(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姓名、出生

日、身分證字號正確填寫，避免影響保險權益)。 
十六、 經費來源：新竹市政府、新竹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之經費。 
十七、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承）辦單位修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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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表 
【田賽】7 月 29 日上午（星期五）08：00 起比賽(07：30 開始點名） 
項次 項目 人數 時間 
101 (公開)國中女跳高 (共 3 人取 1 名) 08:00 
102 國中女跳高 (共 3 人取 1 名) 08:00 

103 (公開)國中男鉛球 (共 1 人表演賽) 08:00 

104 國中男鉛球 (共 8 人取 8 名) 08:00 

105 (公開)國小女跳遠 (共 8 人取 8 名) 08:00 

106 國小女跳遠 (共 18 人取 8 名) 08:00 

107 (公開)國中男標槍 (共 8 人取 8 名) 08:00 

108 國中男標槍 (共 4 人取 3 名) 08:00 

109 (公開)國小男跳高 (共 8 人取 8 名) 10:00 
110 國小男跳高 (共 8 人取 8 名) 10:00 

111 (公開)國小女鉛球 (共 4 人取 3 名) 10:00 

112 國小女鉛球 (共 8 人取 8 名) 10:00 

113 (公開)國中女跳遠 (共 4 人取 3 名) 10:00 

114 國中女跳遠 (共 8 人取 8 名) 10:00 

115 (公開)國小男壘球 (共 8 人取 8 名) 10:00 

116 國小男壘球 (共 13 人取 8 名) 10:00 

08 月 29 日下午（星期五）14：00 起比賽(13：30 開始點名) 
項次 項目 人數 時間 
117 (公開)國小女跳高 (共 10 人取 8 名) 14:00 
118 國小女跳高 (共 10 人取 8 名) 14:00 

119 (公開)國中女鉛球 (共 0 人)取消  

120 國中女鉛球 (共 8 人取 8 名) 14:00 

121 (公開)國中男跳遠 (共 3 人取 1 名) 14:00 

122 國中男跳遠 (共 11 人取 8 名) 14:00 

123 (公開)國中女標槍 (共 1 人表演賽) 14:00 

124 國中女標槍 (共 8 人取 8 名) 14:00 

125 (公開)國中男跳高 (共 2 人表演賽) 15:30 
126 國中男跳高 (共 8 人取 8 名) 15:30 
127 (公開)國小男鉛球 (共 8 人取 8 名) 15:00 

128 國小男鉛球 (共 12 人取 8 名) 15:00 

129 (公開)國小男跳遠 (共 10 人取 8 名) 15:00 

130 國小男跳遠 (共 24 人取 8 名) 15:00 

131 (公開)國小女壘球 (共 4 人取 3 名) 15:00 

132 國小女壘球 (共 8 人取 8 名)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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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賽】7 月 29 日上午（星期五）08：00 起比賽(07：30 開始點名） 
序號 項目 人數 時間 
201 (公開)高中女 10000 公尺競走 （共 0 人）取消  
202 高中女 10000 公尺競走 （共 3 人）併入 204 項比賽  
203 (公開)高中男 10000 公尺競走 （共 0 人）取消  
204 高中男 10000 公尺競走 （共 8 人）計時決賽 08:00 
205 (公開)國中女 5000 公尺競走 （共 0 人）取消  
206 國中女 5000 公尺競走 （共 4 人）併入 208 項比賽  
207 (公開)國中男 5000 公尺競走 （共 1 人表演賽）併入 208 項比賽  
208 國中男 5000 公尺競走 （共 8 人）計時決賽 09:20 
209 (公開)國小女 60 公尺 （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0:00 
210 國小女 60 公尺 （共 36 人分 5 組）計時決賽 10:10 
211 (公開)國小男 60 公尺 （共 12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10:20 

212 國小男 60 公尺 （共 41 人分 6 組）計時決賽 10:30 

213 (公開)國中女 100 公尺 （共 2 人表演賽分 1 組）計時決賽 10:40 

214 國中女 100 公尺 （共 24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0:43 

215 (公開)國中男 100 公尺 （共 8 人分 1 組）計時決賽 10:52 

216 國中男 100 公尺 （共 31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10:55 

217 (公開)國小女 200 公尺 （共 8 人分 1 組）計時決賽 11:07 

218 國小女 200 公尺 （共 23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1:10 

219 (公開)國小男 200 公尺 （共 8 人分 1 組）計時決賽 11:20 

220 國小男 200 公尺 （共 23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1:23 

221 (公開)國中女 400 公尺 （共 0 人）取消  

222 國中女 400 公尺 （共 14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11:35 

223 (公開)國中男 400 公尺 （共 2 人表演賽分 1 組）計時決賽 11:41 

224 國中男 400 公尺 （共 24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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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下午（星期五）14：00 起比賽(13：30 開始點名） 
序號 項目 人數 時間 
225 (公開)國小女 100 公尺 （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14:00 
226 國小女 100 公尺 （共 37 人分 5 組）計時決賽 14:10 

227 (公開)國小男 100 公尺 （共 11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14:20 

228 國小男 100 公尺 （共 40 人分 5 組）計時決賽 14:30 

229 (公開)國中女 1500 公尺 （共 1 人表演賽）併入 230 項比賽  

230 國中女 1500 公尺 （共 9 人）計時決賽 14:40 

231 (公開)國中男 1500 公尺 （共 4 人分 1 組）併入 232 項比賽  

232 國中男 1500 公尺 （共 16 人分 1 組）計時決賽 14:50 

233 (公開)國小女 4×100 公尺接力 （共 8 隊分 1 組）計時決賽 15:00 
234 國小女 4×100 公尺接力 （共 8 隊分 1 組）計時決賽 15:05 

235 (公開)國小男 4×100 公尺接力 （共 5 隊表演賽分 1 組）計時決賽 15:10 

236 國小男 4×100 公尺接力 （共 8 隊分 1 組）計時決賽 15:15 

237 (公開)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 （共 0 人）取消  

238 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 （共 8 隊分 1 組）計時決賽 15:20 

239 (公開)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 （共 1 隊表演賽）併入 240 項比賽  

240 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 （共 9 隊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15:25 

241 (公開)國小女 3000 公尺競走 （共 8 人）併入 244 項比賽  
242 國小女 3000 公尺競走 （共 12 人）併入 244 項比賽 15:30 
243 (公開)國小男 3000 公尺競走 （共 2 人表演賽）併入 244 項比賽  
244 國小男 3000 公尺競走 （共 8 人）計時決賽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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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職員 
 

會長：陳章賢    

副會長：余邦彥、賴榮光 

主任委員：鄭釗學 

總幹事：彭鎮達 

副總幹事：陳振鐘、杜茂生 

行政組長：李麗琦   

總務組長：邱孝茹 

組員：李麗琦、邱孝茹 

會計組長：李麗琦 

出納組長：邱孝茹 

獎品組長：邱孝茹 

場地組長：陳穎祈 

競賽裁判組長：黃益基(兼) 

獎品組副組長：邱稚穎(兼) 

競賽資訊組長：柯澎傑 

裁判組長：彭鎮達(兼)  

器材組長：高慶華 

播報組長：鄭玉珠 

醫護組長：陳麗貞 

運動防護組長：饒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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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名單 
審判委員召集人：鄭釗學 

審判委員：林燦輝、黃益基、陳嚴坤、陳振鐘、彭鎮達、杜茂生、蘇泓俊 

大會裁判長：林燦輝            副裁判長：陳嚴坤、黃益基 

會場管理：彭鎮達 

田賽裁判長：杜茂生(兼) 

跳部裁判組(跳高)：王文芬、彭世勳、彭子玲                  4 名學生 

跳部裁判組(跳遠)：陳德雄、羅勻廷、黃琳雅                   5 名學生 

擲部裁判組(鉛球)：溫志成、江禹彤、吳忻慈                  4 名學生 

擲部裁判組(壘球、標槍)：鍾昭同、陳虹吟、張少媛            5 名學生 

徑賽裁判長：黃益基(兼) 

發令組：吳清錦、蘇泓俊、陳穎祈 、張育誠                   4 名學生 

終點紀錄組：許揚崴                                        2 名學生 

終點裁判組(名次判定、計圈)：鄭一龍、陳子辰、梁宣旼、錢明福、王子仁 

終點裁判組(計時)：吳麗華、鄒顯明、吳佳芸、張永昇、彭竣揚、詹泳逵、 

                  劉俞婕、楊俊宏 

終點攝影組：陳振鐘、黃國慶 

移動攝影組：邱稚穎  

檢查組：楊忠憲、王德財、王羽妮、曾明彥、吳宇欣、方彣愷、霜慧蘭、 

        鍾福啟、林麗珠 

檢錄組：郭宏書、洪玉珊、鍾予謙、謝瑞貞、鍾平炎、胡煥明、袁知明   8 名學生 

播報組：鄭玉珠、黃桂香                                     2 名學生 

競賽資訊組：柯澎傑、李慧文、李春瑋                         4 名學生 

器材組(競走供水站)：高慶華                                 6 名學生 

場地組：陳穎祈(兼)                                          4 名學生 

運動傷害防護組： 饒宗杰、楊榮昇                             2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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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職員名單 
編號： A01 ｜單位：成德高中(新竹市立成德高中)｜報名人數： 9  

高中男子組： 陳凱崴(10422) 張立詮(10450) 蕭博修(10743) 林憲威(13094)  
鍾杰佑(12654) 施享詠(14657) 張皓甯(10318)  

高中女子組： 潘若翎(10421) 鍾紹薰(13826)  
 
編號： B01 ｜單位：成德國中(新竹市立成德高中)｜報名人數： 12  

國中男子組： 曾宇弘(12258) 莊博宇(13085) 黃祈恩(13093) 唐哲凱(14655)  
危宇澤(11730) 陳裕紳(10361) 謝昀恩(11734) 江奕憲(13878)  
羅丞邑(13466)  

國中女子組： 游慧欣(13090) 彭淳羚(13092) 江宜玲(10059)  
 
編號： B05 ｜單位：培英國中(培英國中)｜報名人數： 16  
女子組 領隊：潘致惠 教練：顏益聖 管理：林黎倩  
男子組 領隊：潘致惠 教練：顏益聖 管理：林黎倩  

國中男子組： 謝富淳(11522) 黎世丞(12082) 彭晨博(12605) 劉仲偉(10355)  
鄒易承(10368) 高康洋(10838) 胡雲翔(11210) 劉宸愷(14347)  
林治華(12825)  

國中女子組： 蔡沅彤(13463) 黃若涵(12091) 鄭文婷(10349) 劉伊庭(11106)  
梅雅喬(13161) 莊沂璇(14255) 趙宇珮(12546)  

 
編號： B07 ｜單位：育賢國中(育賢國中)｜報名人數： 16  
女子組 領隊：黃淑文 教練：潘振恩 隊長：李怡璇 
男子組 領隊：黃淑文 教練：潘振恩 管理：全一偉  

國中男子組： 楊哲愷(11634) 張寓程(11635) 羅晟睿(11991) 李祥興(14209)  
吳政龍(11626) 林郁鑫(14210) 柯智文(13123) 陳佑庭(13236)  
張鈞甯(14813) 游子謙(10617) 胡壹鴻(12712)  

國中女子組： 李怡璇(10747) 阮仁育(10748) 盧宥君(14580) 楊欣育(14814)  
徐睿彤(12367)  

 
編號： B08 ｜單位：光武國中(光武國中)｜報名人數： 14  

國中男子組： 杜家榮(11476) 黃宥翔(11682) 邵健涵(12916) 戴晧恩(12070)  
姜凱薰(12268) 林語宥(10213) 鍾德韋(10578) 王崇安(10694)  

國中女子組： 黃䓃媞(11899) 戴辰昀(12050) 呂佳書(10195) 彭若喬(10852)  
李和錡(12396)  

高中女子組： 顏語潼(12917)  
 
編號： B09 ｜單位：南華國中(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報名人數： 6  
男子組 領隊：陳彥宇 教練：張曉楓 管理：石孟瑾 隊長：李智惟、張晨皓 

國中男子組： 張士新(11963) 林皓軒(11969) 張晨皓(11972) 林東鴻(11973)  
朱家陞(12538) 李智惟(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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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B10 ｜單位：富禮國中(新竹市立富禮國中)｜報名人數： 7  
女子組 領隊：凃靜娟 教練：朱韻丞 管理：李承祐 隊長：游媃朴 

國中男子組： 彭柏翰(12236)  

國中女子組： 陳雅琪(10102) 林羽芊(10109) 游媃朴(10682) 謝欣玲(11194)  
葉品岑(11195) 陳妍安(14422)  

 
編號： B11 ｜單位：三民國中(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報名人數： 16  
女子組 領隊：丁淑觀 教練：葉庭均 隊長：童喬淇 
男子組 領隊：丁淑觀 教練：陳龍志 隊長：林辰澤 

國中男子組： 古承右(14346) 韓其融(11800) 李秉宸(11811) 周祈安(11837)  
林辰澤(12043) 謝嘉恩(11145) 鄧宇宸(11146) 汪立鈞(12966)  
朱昱嘉(14260) 莊家宸(12743)  

國中女子組： 戴可妮(11846) 童喬淇(10455) 朱芷儀(12755) 劉品萱(13454)  
侯宣任(12576) 楊芷僑(11831)  

 
編號： B13 ｜單位：虎林國中(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報名人數： 17  
女子組 領隊：謝大才 教練：楊珮棋 管理：洪睦盛 隊長：陳齊佑 
男子組 領隊：謝大才 教練：楊珮棋 管理：洪睦盛 隊長：森佑恩 

國中男子組： 鄭兆廷(11946) 施又誠(11948) 詹易翔(12791) 森佑恩(12792)  
池嘉程(11176) 謝全越(13172) 陳聖芳(12652) 范嘉輝(14211)  

國中女子組： 劉靜雯(11913) 陳妧媜(11953) 賀紫綾(11954) 張佑慈(11955)  
曾星慈(12793) 陳齊佑(12794) 陳致靜(12496) 黃楷茹(10336)  
劉靜靖(10337)  

 
編號： B15 ｜單位：竹光國中(竹光國中)｜報名人數： 12  

國中男子組： 黃子毅(11638) 王峻彥(12879) 蕭子皓(11372) 何曾右(11373)  
李家豪(11440) 趙 向(12736) 鄭伊廷(11518) 胡禧宣(11521)  
江啓彧(13453)  

國中女子組： 陳捷語(12289) 張迦甯(10375) 黃婕綾(12495)  
 
編號： C02 ｜單位：北門國小(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賴雲鵬 教練：黃柏璁 隊長：邵筱婷 
男子組 領隊：賴雲鵬 教練：范伊伶 隊長：簡大智 

國小男子組： 詹侑晟(14156) 簡大智(14159) 張鈞皓(14452) 吳宇恩(14459)  
邱柏樺(14758)  

國小女子組： 邵筱婷(13112) 葉心愉(14145) 陳映方(14151) 郭子琪(1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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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C03 ｜單位：民富國小(民富國小)｜報名人數： 19  
女子組 領隊：吳淑雯 教練：楊慧敏 管理：陳正瑋 隊長：洪千淳 
男子組 領隊：吳淑雯 教練：曾華陽、楊慧敏 管理：陳正瑋 隊長：紀宇謙 

國小男子組： 紀宇謙(14380) 許晴亞(14740) 楊承鈞(14741) 胡定恆(14743)  
黃梓齊(14744) 石宗翰(14747) 林彥碩(14748) 呂沅恩(14749)  
張允謙(14750) 郭乃仁(14751) 包浩宇(14753) 洪晨修(14756)  
林孟睿(14481)  

國小女子組： 郭妘涵(14382) 康稚妮(14384) 吳姵潔(14745) 洪千淳(14746)  
陳宥希(14754) 陳羿含(14755)  

 
編號： C05 ｜單位：西門國小(新竹市西門國小)｜報名人數： 34  
女子組 領隊：陳進豐 教練：陳政智、游輝平 管理：楊智蛟 隊長：蘇怡帆 
男子組 領隊：陳進豐 教練：陳政智、游輝平、張辰嘉 管理：楊智蛟 隊長：林語侖 

國小男子組： 吳奕澂(14777) 陳宥升(14778) 許少萁(14780) 林彥宏(14781)  
黃宥華(14783) 洪晨睿(14784) 葉宸瑋(14785) 薛傑鴻(14786)  
賴皞洵(14787) 陳廷瑜(14790) 陳昀楷(14792) 黃佑群(14793)  
許展置(14213) 蘇品綸(14215) 俞宥丞(14216) 許軒齊(14218)  
曾陳德嵩(14220) 林語侖(14485) 張佑丞(14492) 徐恩澤

(14495)  

國小女子組： 李妤溱(13663) 吳依潔(13664) 彭湘珺(13344) 胡芸婕(14782)  
杭妍安(14788) 葉孟媛(14791) 陳品彤(14219) 葉梓葳(14221)  
廖靖忻(14488) 黃希瑩(14489) 孔云靚(14491) 蘇怡帆(14494)  
趙妍(14496) 王天儀(14497)  

 
編號： C10 ｜單位：關東國小(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31  
女子組 領隊：李瑞剛 教練：陳世庭、彭宏君 管理：張永昇 隊長：劉喬安 
男子組 領隊：李瑞剛 教練：陳世庭、劉秋燕 管理：張永昇 隊長：吳霍 

國小男子組： 吳霍(13027) 余品毅(13028) 彭和康(13720) 簡丞彥(13721)  
林語謙(13723) 范睿紘(14268) 鄭煜騰(14281) 李育鋒(14282)  
簡浩喆(14648) 李宥承(14649) 呂紹督(14650) 翁振維(14651)  
陳厚謙(14652) 陳品豪(14719) 葛浩承(14720) 曾宏宇(14721)  
許育翔(14722)  

國小女子組： 林語晨(13491) 劉喬安(13524) 楊正莃(12256) 范凱淇(13029)  
陳立涔(13030) 陳聿靚(13726) 郭詩瑾(13727) 陳品蓉(14269)  
溫庭悅(14270) 陳湘云(14276) 陳湘嵐(14716) 廖品璇(14717)  
賴柔羽(14718) 吳霏(13977)  

 
 
 



- 11 - 

 
 
編號： C11 ｜單位：載熙國小(載熙國小)｜報名人數： 34  
女子組 領隊：陳嚴坤 教練：王文芬、林柏廷 管理：彭鎮達 隊長：何芯羽 
男子組 領隊：曾德明 教練：林柏廷、溫志成 管理：彭鎮達 隊長：戴宏宇 

國小男子組： 張立(14251)   田育璘(14259) 黃子峻(14262) 林愷恩(14264)  
彭子奕(14387) 林孟淳(13882) 林祐霆(13888) 戴宏宇(14762)  
謝承軒(14764) 陳賢澔(14766) 李鎧亦(14768) 王柏惟(14769)  
羅天輿(14771) 黃彥成(14772) 謝承祐(14773) 高語澄(14774)  
曾靖淳(14776) 曾祥寶(14826)  

國小女子組： 徐子曦(14253) 彭榆潔(14263) 翁苡瑄(14388) 莊韻葳(14389)  
黃怡寧(14390) 榮舒逸(13883) 何芯羽(13890) 吳依凡(13891)  
彭品程(14761) 楊亞霏(14763) 王劭萱(14765) 曾子綺(14767)  
高洛妘(14770) 許維恩(14775) 侯宣如(14796) 翁妤榛(14797)  

 
編號： C13 ｜單位：建功國小(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劉芳遠 教練：陳瑩燕  
男子組 領隊：劉芳遠 教練：陳瑩燕  

國小男子組： 李政勳(13299) 賴宣瑋(14064) 彭若赫(14065) 許真綡(14077)  
黃信恒(14087) 錢竑杰(14738)  

國小女子組： 王宥婷(14057) 李善婕(14068) 黃宥暄(14086)  
 
編號： C14 ｜單位：水源國小(水源國小)｜報名人數： 6  
女子組 領隊：黃明金 教練：武佳箴 隊長：陳葦安 
男子組 領隊：黃明金 教練：武佳箴 隊長：陳竑齊 

國小男子組： 林泓豫(12960) 陳竑齊(13096) 廖昱惟(14658) 張晏熙(14659)  

國小女子組： 陳葦安(13985) 黃寶萱(14505)  
 
編號： C18 ｜單位：大庄國小(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7  
女子組 領隊：許雅惠 教練：胡郁茹 隊長：張靜緹 
男子組 領隊：許雅惠 教練：張永明 隊長：吳奕辰 

國小男子組： 王佑恩(14287) 吳奕辰(13916) 林柏睿(14700) 饒元博(14701)  

國小女子組： 張靜緹(12776) 林奕菲(13921) 張芮綾(13922)  
 
編號： C20 ｜單位：朝山國小(新竹市香山區朝山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李麗娥 教練：蔡家禾 隊長：簡卉婷 
男子組 領隊：李麗娥 教練：蔡家禾 隊長：蘇聖恩 

國小男子組： 陳品侖(14361) 蘇聖恩(14364) 陳靖閔(14366)  

國小女子組： 簡卉婷(1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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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C31 ｜單位：關埔國小(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8  
女子組 領隊：陳思玎 教練：林宗凱、相宇宣 管理：王培真 隊長：林妍希 
男子組 領隊：陳思玎 教練：林宗凱、黃宥銜 管理：李柔芸 隊長：李明峰 

國小男子組： 劉柏榆(13507) 文浩驊(13508) 何祥睿(13509) 杜紀寬(13584)  
李明峰(11566) 謝宇禮(13252) 洪德耘(12659) 邱祥竣(12660)  
林辰澔(14809) 李彥霖(14810) 游興樂(14811) 陳朝揚(14533)  
張景雲(14571) 林翊展(13511)  

國小女子組： 林妤軒(13515) 彭莞容(13610) 張瑜璇(11567) 李萱柔(13177)  
張舒甯(13243) 林妍希(12663) 吳冠菲(12665) 吳巧翎(14432)  
戴梓晴(14807) 蔡毓琳(14808) 廖晨希(14812) 郭晏瑜(14526)  
林琦恩(14528) 謝昀庭(14530)  

 
編號： C32 ｜單位：竹科實小(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報名人數： 25  
女子組 領隊：李健維 教練：周良和、林禹任 管理：徐世衡 隊長：李姸葶 
男子組 領隊：李健維 教練：周良和 管理：徐世衡 隊長：黃品翰 

國小男子組： 盧竑齊(14636) 洪辰翰 (13385) 黃承朗(13386) 黃品翰(13391)  
曾柏碩(14233) 梁瑜祐(14079) 柯永元(14080) 吳昊軒(14637)  
楊子昀(14638) 童家煌(13388)  

國小女子組： 曾芃睿(13390) 邱和謙(13383) 楊舒涵(13387) 蕭晏慈 (13389)  
李姸葶(12926) 張筱詩(14229) 吳珅霈(14230) 詹允寧(14232)  
謝沐耘(14231) 陳宥璇(14639) 許讚恩(14640) 盧佳妤(14641)  
謝星依(14642) 詹采萱(13381) 李安芮(14647)  

 
 
編號： F03 ｜單位：東泰高中(新竹縣東泰高中)｜報名人數： 2  
男子組 領隊：賴文政 教練：李念祖 隊長：張宇皓 

公開國中男子組： 張宇皓(14686) 李建賢(14688)  
 
編號： G01 ｜單位：頭份國中(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報名人數： 6  
女子組 領隊：林瑞敏 教練：黃怡雯 隊長：潘雨庭 
男子組 領隊：潘志國 教練：潘力豪 隊長：林家齊 

公開國中男子組： 陳柏宇(14674) 黃宇聖(14675) 林家齊(14676)  
公開國中女子組： 莊宜宸(14677) 巫宇婕(14678) 潘雨庭(14679)  

 
編號： G04 ｜單位：關中(關西國中)｜報名人數： 13  
女子組 領隊：謝鳳香 教練：楊景証  
男子組 領隊：謝鳳香 教練：楊景証  

公開國中男子組： 龍政宏(14723) 謝念祖(14724) 羅至宥(14725) 李宥希(14726)  
徐幼庭(14730) 游冠禹(14731) 王宥鈞(14732) 邱永成(14733)  
陳柏融(14734) 羅勻甫(14735)  

公開國中女子組： 莊家宇(14736) 謝佳欣(14737) 朱湘涵(1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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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G05 ｜單位：東興國中(新竹縣立東興國中喔)｜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林健明 教練：呂遜雪、吳駿甫  

國中女子組： 江欣原(14815) 廖若羽(14816)  
 
編號： H02 ｜單位：中正國小(新竹縣中正國小)｜報名人數： 11  
女子組 領隊：林仁煥 教練：彭日鏮 管理：王佩霆 隊長：黃奕茗 
男子組 領隊：林仁煥 教練：彭日鏮 隊長：黃奕劼 

公開國小男子組： 羅煜翔(14625) 黃奕劼(14626) 嚴云謄(14627) 林藝民(14633)  
公開國小女子組： 孫婕恩(14628) 王顥媛(14629) 黃奕茗(14630) 陳雨宣(14631)  

彭悅芯(14632) 田婕希(14634) 施晴予(14635)  
 
編號： H05 ｜單位：光明國小(新竹縣光明國小)｜報名人數： 39  
女子組 教練：侯彥廷、林明峯、王羽妮  
男子組 教練：侯彥廷、林明峯、王羽妮  

公開國小男子組： 吳承憲(14584) 陳樂澂(14585) 朱成皓(14586) 吳柏叡(14587)  
邱楷程(14590) 吳宇智(14591) 童聖硯(14592) 魏柏宇(14593)  
羅群(14594) 陳竑邑(14582) 詹雨杰(14595) 吳育增(14596)  
俞志騫(14597) 莊維治(14598) 李伯錞(14599) 邱楷庭(14601)  
林奕鋅(14602) 黃宥程(14588) 周彥熏(14589) 鄭屹程(14600)  

公開國小女子組： 伍至琳(14604) 林彤諠(14618) 邱畇婷(14619) 羅琳(14620)  
楊蕎綾(14621) 張書綺(14622) 陳昱雯(14623) 溫祉玥(14624)  
楊又語(14603) 徐睿言(14605) 黃舒畇(14606) 趙旻珉(14607)  
蕭新瑜(14608) 劉巧勻(14609) 王薇媗(14611) 廖語柔(14612)  
鍾宥岑(14613) 林歆恩(14614) 王照甯(14615)  

 
 
編號： H08 ｜單位：大同國小(新竹縣大同國小)｜報名人數： 16  
女子組 領隊：羅賜欽 教練：蔡秉程 管理：廖芳靖  
男子組 領隊：羅賜欽 教練：謝侑汰  

公開國小男子組： 金茂勝(14665) 陳諾凡(14666) 彭梓銨(14667) 曾毓煒(14668)  
顏于凱(14760) 杜佳翰(14822)  

公開國小女子組： 劉懿萱(14669) 羅昱萱(14670) 余宥心(14671) 游晴羽(14672)  
傅湘晴(14673) 張臻庭(14759) 江予心(14821) 杜佳衡(14823)  
陳思語(14824) 陳采緹(14825)  

 
編號： H10 ｜單位：二重國小(新竹縣二重國小)｜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王富美 教練：張玉君  
男子組 領隊：王富美 教練：廖婉婷  

公開國小男子組： 鄭又儀(14806) 張峰誠(14799) 傅彥烽(14800) 高羽宏(14801)  
林子洋(14802) 黃綦靖(14804) 陳奕凱(14805)  

公開國小女子組： 鄭乃萱(14798) 陳昕(1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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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H11 ｜單位：中山國小(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小)｜報名人數： 6  

公開國小男子組： 雷承諺(14653) 羅易旻(14654)  

公開國小女子組： 余采憶(14818) 官芸如(14819) 張冠甯(14820) 羅子媛(14817)  
 
編號： H12 ｜單位：城中國小(苗栗縣通霄鎮城中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3  
女子組 領隊：徐永鑫 教練：吳文鴻 隊長：陳禹蓁 

公開國小女子組： 楊昱宣(14643) 陳禹蓁(14644) 羅敏慧(14646)  
 
編號： H13 ｜單位：六合國小(苗栗縣六合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3  
女子組 領隊：饒世妙 教練：蘇詠智  

公開國小女子組： 羅幼晴(14727) 楊家渝(14728) 葉芷芸(14729)  
 
編號： H14 ｜單位：寶山國小(新竹縣寶山國小)｜報名人數： 5  
女子組 領隊：彭鴻源 教練：彭浩洋 隊長：黃苡嘉 

公開國小女子組： 黃苡嘉(14660) 徐語軒(14661) 郭妘楟(14662) 王涵緹(14663)  
蔡牧洵(1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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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單位選手人數統計表 

編號 單位 
男子組 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 

小計 國小 國中 高中 國小 國中 高中 國小 國中 高中 國小 國中 高中 
A01 成德高中   7   2       9 
B01 成德國中  9   3        12 
B05 培英國中  9   7        16 
B07 育賢國中  11   5        16 
B08 光武國中  8   5 1       14 
B09 南華國中  6           6 
B10 富禮國中  1   6        7 
B11 三民國中  10   6        16 
B13 虎林國中  8   9        17 
B15 竹光國中  9   3        12 
C02 北門國小 5   4         9 
C03 民富國小 13   6         19 
C05 西門國小 20   14         34 
C10 關東國小 17   14         31 
C11 載熙國小 18   16         34 
C13 建功國小 6   3         9 
C14 水源國小 4   2         6 
C18 大庄國小 4   3         7 
C20 朝山國小 3   1         4 
C31 關埔國小 14   14         28 
C32 竹科實小 10   15         25 
F03 東泰高中        2     2 
G01 頭份國中        3   3  6 
G04 關中        10   3  13 
G05 東興國中     2        2 
H02 中正國小       4   7   11 
H05 光明國小       20   19   39 
H08 大同國小       6   10   16 
H10 二重國小       7   2   9 
H11 中山國小       2   4   6 
H12 城中國小          3   3 
H13 六合國小          3   3 
H14 寶山國小          5   5 

合計 114 71 7 92 46 3 39 15 0 53 6 0 446 
 
  註：本次比賽計 33 隊，446 位選手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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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女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9  潘雨庭  頭份國中  1.3公尺   

(2)  14677  莊宜宸  頭份國中  1.35公尺   

(3)  14678  巫宇婕  頭份國中  1.25公尺   

 
第 102 項，第 1/1 組，國中女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815  江欣原  東興國中  1.6公尺   

(2)  13463  蔡沅彤  培英國中  1.4公尺   

(3)  10852  彭若喬  光武國中     

 
第 103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男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32  王宥鈞  關中  8公尺   

 
第 104 項，第 1/1 組，國中男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1969  林皓軒  南華國中     

(2)  14211  范嘉輝  虎林國中  9.5公尺   

(3)  11440  李家豪  竹光國中  11公尺   

(4)  11948  施又誠  虎林國中  8公尺   

(5)  11973  林東鴻  南華國中     

(6)  10617  游子謙  育賢國中     

(7)  13878  江奕憲  成德國中  13.5公尺   

(8)  11638  黃子毅  竹光國中  11公尺   

 
第 105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女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28  楊家渝  六合國小  3.45公尺   

(2)  14614  林歆恩  光明國小  3.3公尺   

(3)  14615  王照甯  光明國小  3.3公尺   

(4)  14629  王顥媛  中正國小  3公尺   

(5)  14613  鍾宥岑  光明國小  3.2公尺   

(6)  14623  陳昱雯  光明國小  3.3公尺   

(7)  14632  彭悅芯  中正國小  3.5公尺   
 

第 106 項，第 1/1 組，國小女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232  詹允寧  竹科實小  2.9公尺   

(2)  14263  彭榆潔  載熙國小     

(3)  14530  謝昀庭  關埔國小  3公尺   

(4)  13491  林語晨  關東國小  3公尺   

(5)  14488  廖靖忻  西門國小  3.3公尺   

(6)  14497  王天儀  西門國小  3公尺   

(7)  14788  杭妍安  西門國小  3公尺   

(8)  14528  林琦恩  關埔國小  3公尺   

(9)  14808  蔡毓琳  關埔國小  3公尺   

(10)  14718  賴柔羽  關東國小  3公尺   

(11)  14782  胡芸婕  西門國小  3.2公尺   

(12)  14365  簡卉婷  朝山國小  3.55公尺   

(13)  11567  張瑜璇  關埔國小  3.2公尺   

(14)  12926  李姸葶  竹科實小  3.5公尺   

(15)  13664  吳依潔  西門國小  3.1公尺   

(16)  13243  張舒甯  關埔國小  3.2公尺   

(17)  14068  李善婕  建功國小     

(18)  12256  楊正莃  關東國小  3.1公尺   

 
第 107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男標槍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5  黃宇聖  頭份國中  45公尺   

(2)  14723  龍政宏  關中  30公尺   

(3)  14732  王宥鈞  關中  30公尺   

(4)  14726  李宥希  關中  30公尺   

(5)  14725  羅至宥  關中  30公尺   

 
第 108 項，第 1/1 組，國中男標槍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211  范嘉輝  虎林國中  27公尺   

(2)  12082  黎世丞  培英國中  40公尺   

(3)  11948  施又誠  虎林國中  22公尺   

(4)  10617  游子謙  育賢國中     

 

 分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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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男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26  黃奕劼  中正國小  1.1公尺   

(2)  14666  陳諾凡  大同國小  1.3公尺   

(3)  14627  嚴云謄  中正國小  1.1公尺   

(4)  14667  彭梓銨  大同國小  1.15公尺   

(5)  14668  曾毓煒  大同國小  1.2公尺   

(6)  14625  羅煜翔  中正國小  1.1公尺   

(7)  14585  陳樂澂  光明國小  1.15公尺   

 
第 110 項，第 1/1 組，國小男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385  洪辰翰   竹科實小  1.25公尺   

(2)  14233  曾柏碩  竹科實小  1.1公尺   

(3)  14213  許展置  西門國小  1.15 公尺   

(4)  14762  戴宏宇  載熙國小     

(5)  14262  黃子峻  載熙國小     

(6)  14778  陳宥升  西門國小  1.15公尺   

(7)  13882  林孟淳  載熙國小     

 
第 111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女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30  黃奕茗  中正國小  8公尺   

(2)  14607  趙旻珉  光明國小  7公尺   

(3)  14606  黃舒畇  光明國小  6公尺   

(4)  14635  施晴予  中正國小  6.5公尺   

 
第 112 項，第 1/1 組，國小女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610  彭莞容  關埔國小  7公尺   

(2)  14489  黃希瑩  西門國小  5.5公尺   

(3)  14270  溫庭悅  關東國小  7公尺   

(4)  14491  孔云靚  西門國小  6.5公尺   

(5)  14526  郭晏瑜  關埔國小  5.6公尺   

(6)  13922  張芮綾  大庄國小  6公尺   

(7)  13387  楊舒涵  竹科實小  6公尺   
 

第 113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女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7  莊宜宸  頭份國中  4.2公尺   

(2)  14678  巫宇婕  頭份國中  3.9公尺   

(3)  14736  莊家宇  關中  4公尺   

(4)  14737  謝佳欣  關中  4公尺   

 
第 114 項，第 1/1 組，國中女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463  蔡沅彤  培英國中  4公尺   

(2)  12289  陳捷語  竹光國中  4公尺   

(3)  12091  黃若涵  培英國中  4公尺   

(4)  13090  游慧欣  成德國中     

(5)  13454  劉品萱  三民國中  4公尺   

 
第 115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男壘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00  鄭屹程  光明國小  20公尺   

(2)  14590  邱楷程  光明國小  25公尺   

(3)  14602  林奕鋅  光明國小  20公尺   

(4)  14601  邱楷庭  光明國小  20公尺   

(5)  14596  吳育增  光明國小  20公尺   

 
第 116 項，第 1/1 組，國小男壘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509  何祥睿  關埔國小  30公尺   

(2)  14218  許軒齊  西門國小  28公尺   

(3)  14700  林柏睿  大庄國小  35公尺   

(4)  13299  李政勳  建功國小     

(5)  14287  王佑恩  大庄國小  40公尺   

(6)  14787  賴皞洵  西門國小  28公尺   

(7)  14774  高語澄  載熙國小     

(8)  14220  曾陳德嵩  西門國小  35公尺   

(9)  14738  錢竑杰  建功國小     

(10)  14264  林愷恩  載熙國小     

(11)  14495  徐恩澤  西門國小  30公尺   

(12)  14780  許少萁  西門國小  30公尺   

(13)  14648  簡浩喆  關東國小  3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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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女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06  黃舒畇  光明國小  1.2公尺   

(2)  14618  林彤諠  光明國小  1.05公尺   

(3)  14629  王顥媛  中正國小  1.2公尺   

(4)  14670  羅昱萱  大同國小  1.2公尺   

(5)  14613  鍾宥岑  光明國小  1.05公尺   

(6)  14628  孫婕恩  中正國小  1.25公尺   

(7)  14630  黃奕茗  中正國小  1.25公尺   

(8)  14614  林歆恩  光明國小  1.1公尺   

(9)  14669  劉懿萱  大同國小  1.15公尺   

(10)  14759  張臻庭  大同國小  1.1公尺   

 
第 118 項，第 1/1 組，國小女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389  莊韻葳  載熙國小     

(2)  14642  謝星依  竹科實小  1公尺   

(3)  13890  何芯羽  載熙國小     

(4)  12926  李姸葶  竹科實小  1.1公尺   

(5)  12256  楊正莃  關東國小  1.3公尺   

(6)  13491  林語晨  關東國小  1.15公尺   

(7)  14253  徐子曦  載熙國小     

(8)  13177  李萱柔  關埔國小  1公尺   

(9)  13891  吳依凡  載熙國小     

(10)  14640  許讚恩  竹科實小  1.05公尺   

 
第 120 項，第 1/1 組，國中女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2496  陳致靜  虎林國中  9公尺   

(2)  12793  曾星慈  虎林國中  9.5公尺   

(3)  10349  鄭文婷  培英國中  10.5公尺   

(4)  10102  陳雅琪  富禮國中     

(5)  10059  江宜玲  成德國中  12.5公尺   

 

第 121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男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5  黃宇聖  頭份國中  5.4公尺   

(2)  14674  陳柏宇  頭份國中  5.5公尺   

(3)  14676  林家齊  頭份國中  5.6公尺   

 
第 122 項，第 1/1 組，國中男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0144  李智惟  南華國中     

(2)  12070  戴晧恩  光武國中     

(3)  13453  江啓彧  竹光國中  4.6公尺   

(4)  14260  朱昱嘉  三民國中     

(5)  12736  趙 向  竹光國中  4.6公尺   

(6)  11730  危宇澤  成德國中     

(7)  11682  黃宥翔  光武國中     

(8)  10355  劉仲偉  培英國中  5.8公尺   

(9)  10361  陳裕紳  成德國中     

(10)  11734  謝昀恩  成德國中     

(11)  11963  張士新  南華國中     

 
第 123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女標槍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9  潘雨庭  頭份國中  28公尺   

 
第 124 項，第 1/1 組，國中女標槍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2793  曾星慈  虎林國中  28.5 公尺   

(2)  12495  黃婕綾  竹光國中  25公尺   

(3)  12396  李和錡  光武國中     

(4)  10337  劉靜靖  虎林國中  22公尺   

(5)  11913  劉靜雯  虎林國中  22.5 公尺   

(6)  10455  童喬淇  三民國中     

(7)  12546  趙宇珮  培英國中  30公尺   

(8)  12496  陳致靜  虎林國中  2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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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5 項，第 1/1 組，(公開)國中男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76  林家齊  頭份國中  1.5公尺   

(2)  14674  陳柏宇  頭份國中  1.6公尺   

 
第 126 項，第 1/1 組，國中男跳高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453  江啓彧  竹光國中  1.46公尺   

(2)  10213  林語宥  光武國中     

(3)  11210  胡雲翔  培英國中  1.65公尺   

(4)  11730  危宇澤  成德國中  1.7公尺   

(5)  10694  王崇安  光武國中     

(6)  11373  何曾右  竹光國中  1.78公尺   

(7)  11372  蕭子皓  竹光國中  1.7公尺   

(8)  12268  姜凱薰  光武國中     

 
第 127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男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33  林藝民  中正國小  9.1公尺   

(2)  14582  陳竑邑  光明國小  8公尺   

(3)  14626  黃奕劼  中正國小  6.17 公尺   

(4)  14627  嚴云謄  中正國小  5.19 公尺   

(5)  14600  鄭屹程  光明國小  5公尺   

(6)  14590  邱楷程  光明國小  9公尺   

(7)  14625  羅煜翔  中正國小  5.18 公尺   

 
第 128 項，第 1/1 組，國小男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74  高語澄  載熙國小     

(2)  14065  彭若赫  建功國小     

(3)  14220  曾陳 
德嵩 

 西門國小  8公尺   

(4)  14264  林愷恩  載熙國小     

(5)  14495  徐恩澤  西門國小  6.5公尺   

(6)  14218  許軒齊  西門國小  6公尺   

(7)  14366  陳靖閔  朝山國小  7公尺   

第 128 項，第 1/1 組，國小男鉛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8)  14776  曾靖淳  載熙國小     

(9)  14781  林彥宏  西門國小  6.5公尺   

(10)  14281  鄭煜騰  關東國小  6.5公尺   

(11)  14287  王佑恩  大庄國小  8公尺   

(12)  13888  林祐霆  載熙國小     

 
第 129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男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586  朱成皓  光明國小  3.5公尺   

(2)  14760  顏于凱  大同國小  3.4公尺   

(3)  14667  彭梓銨  大同國小  3.4公尺   

(4)  14597  俞志騫  光明國小  3.3公尺   

(5)  14587  吳柏叡  光明國小  3.5公尺   

(6)  14666  陳諾凡  大同國小  3.7公尺   

(7)  14806  鄭又儀  二重國小  3.2公尺   

(8)  14668  曾毓煒  大同國小  3.6公尺   

(9)  14801  高羽宏  二重國小  3.2公尺   

(10)  14593  魏柏宇  光明國小  3.6公尺   

 
第 130 項，第 1/1 組，國小男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720  彭和康  關東國小  3.5公尺   

(2)  14571  張景雲  關埔國小  2.9公尺   

(3)  14790  陳廷瑜  西門國小  3.4公尺   

(4)  14784  洪晨睿  西門國小  3.3公尺   

(5)  14215  蘇品綸  西門國小  3.4公尺   

(6)  14764  謝承軒  載熙國小     

(7)  14719  陳品豪  關東國小  3.4公尺   

(8)  14638  楊子昀  竹科實小  2.9公尺   

(9)  14064  賴宣瑋  建功國小     

(10)  13508  文浩驊  關埔國小  3.3公尺   

(11)  14648  簡浩喆  關東國小  3.4公尺   

(12)  14720  葛浩承  關東國小  3.1公尺   

(13)  14772  黃彥成  載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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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0 項，第 1/1 組，國小男跳遠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4)  14777  吳奕澂  西門國小  3.5公尺   

(15)  14769  王柏惟  載熙國小     

(16)  14778  陳宥升  西門國小  3.6公尺   

(17)  13386  黃承朗  竹科實小  3.6公尺   

(18)  14533  陳朝揚  關埔國小  3公尺   

(19)  14773  謝承祐  載熙國小     

(20)  14771  羅天輿  載熙國小     

(21)  14809  林辰澔  關埔國小  3公尺   

(22)  13027  吳霍  關東國小  3.6公尺   

(23)  14361  陳品侖  朝山國小  3.5公尺   

(24)  12659  洪德耘  關埔國小  3.3公尺   

 
第 131 項，第 1/1 組，(公開)國小女壘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46  羅敏慧  城中國小  25.5 公尺   

(2)  14644  陳禹蓁  城中國小  48公尺   

(3)  14643  楊昱宣  城中國小  26.5 公尺   

(4)  14729  葉芷芸  六合國小  34公尺   

 
第 132 項，第 1/1 組，國小女壘球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610  彭莞容  關埔國小  25公尺   

(2)  13922  張芮綾  大庄國小  30公尺   

(3)  14489  黃希瑩  西門國小  25公尺   

(4)  13030  陳立涔  關東國小  30公尺   

(5)  14641  盧佳妤  竹科實小  26公尺   

(6)  14718  賴柔羽  關東國小  28公尺   

(7)  13387  楊舒涵  竹科實小  29公尺   

(8)  14491  孔云靚  西門國小  20公尺   

 
 
 

第 204 項，第 1/1 組， 
高中男女 10000 公尺競走(併組)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2917  顏語潼  光武國中    高中女

子組 

(2)  13826  鍾紹薰  成德高中  52:10.65  高中女

子組 

(3)  10421  潘若翎  成德高中  56:30.00  高中女

子組 

(4)  10318  張皓甯  成德高中    高中男

子組 

(5)  10743  蕭博修  成德高中  49:50.55  高中男

子組 

(6)  14657  施享詠  成德高中  48:00.00  高中男

子組 

(7)  10422  陳凱崴  成德高中  47:10.00  高中男

子組 

(8)  10450  張立詮  成德高中  47:15.20  高中男

子組 

(9)  13094  林憲威  成德高中  49:40.19  高中男

子組 

(10)  12654  鍾杰佑  成德高中  54:00.00  高中男

子組 

 
第 208 項，第 1/1 組， 
國中男女 5000 公尺競走(併組)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2576  侯宣任  三民國中    國中女

子組 

(2)  10375  張迦甯  竹光國中  30:00.00  國中女

子組 

(3)  14816  廖若羽  東興國中    國中女

子組 

(4)  11846  戴可妮  三民國中    國中女

子組 

(5)  14733  邱永成  關中  35:00.00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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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8 項，第 1/1 組， 
國中男女 5000 公尺競走(併組)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6)  12258  曾宇弘  成德國中    國中男

子組 

(7)  11518  鄭伊廷  竹光國中  30:00.00  國中男

子組 

(8)  11522  謝富淳  培英國中  26:00.99  國中男

子組 

(9)  11521  胡禧宣  竹光國中  27:00.00  國中男

子組 

(10)  13085  莊博宇  成德國中    國中男

子組 

 
第 209 項，第 1/3 組，(公開)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24  溫祉玥  光明國小  00:10.00   

(4)  14609  劉巧勻  光明國小  00:09.20   

(5)  14664  蔡牧洵  寶山國小  00:09.87   

(6)  14619  邱畇婷  光明國小  00:10.50   

(7)  14669  劉懿萱  大同國小  00:10.99   

(8)           

 
第 209 項，第 2/3 組，(公開)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34  田婕希  中正國小  00:10.00   

(4)  14628  孫婕恩  中正國小  00:09.10   

(5)  14661  徐語軒  寶山國小  00:09.56   

(6)  14798  鄭乃萱  二重國小  00:10.43   

(7)  14803  陳昕  二重國小  00:10.72   

(8)  14623  陳昱雯  光明國小  00:15.80   

 
第 209 項，第 3/3 組，(公開)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70  羅昱萱  大同國小  00:09.99   

(4)  14605  徐睿言  光明國小  00:08.80   

(5)  14671  余宥心  大同國小  00:09.40   

(6)  14662  郭妘楟  寶山國小  00:10.02   

(7)  14728  楊家渝  六合國小  00:10.50   

(8)  14673  傅湘晴  大同國小  00:10.99   

 
第 210 項，第 1/5 組，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068  李善婕  建功國小     

(3)  14642  謝星依  竹科實小  00:10.10   

(4)  13921  林奕菲  大庄國小  00:09.40   

(5)  14231  謝沐耘  竹科實小  00:09.80   

(6)  14757  郭子琪  北門國小  00:10.88   

(7)  14497  王天儀  西門國小  00:11.50   

(8)  14389  莊韻葳  載熙國小     

 
第 210 項，第 2/5 組，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3985  陳葦安  水源國小     

(3)  14717  廖品璇  關東國小  00:10.00   

(4)  13389  蕭晏慈   竹科實小  00:09.30   

(5)  14432  吳巧翎  關埔國小  00:09.70   

(6)  14807  戴梓晴  關埔國小  00:10.50   

(7)  13977  吳霏  關東國小  00:11.50   

(8)  13883  榮舒逸  載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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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0 項，第 3/5 組，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505  黃寶萱  水源國小     

(3)  14145  葉心愉  北門國小  00:09.96   

(4)  13030  陳立涔  關東國小  00:09.20   

(5)  14221  葉梓葳  西門國小  00:09.70   

(6)  14812  廖晨希  關埔國小  00:10.50   

(7)  14788  杭妍安  西門國小  00:11.00   

(8)  14086  黃宥暄  建功國小     

 
第 210 項，第 4/5 組，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65  王劭萱  載熙國小     

(3)  14746  洪千淳  民富國小  00:09.88   

(4)  13112  邵筱婷  北門國小  00:09.11   

(5)  12665  吳冠菲  關埔國小  00:09.50   

(6)  14496  趙妍  西門國小  00:10.50   

(7)  14754  陳宥希  民富國小  00:10.91   

(8)  14057  王宥婷  建功國小     

 
第 210 項，第 5/5 組，國小女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263  彭榆潔  載熙國小     

(2)  14770  高洛妘  載熙國小     

(3)  14494  蘇怡帆  西門國小  00:09.80   

(4)  12663  林妍希  關埔國小  00:08.90   

(5)  14639  陳宥璇  竹科實小  00:09.50   

(6)  14745  吳姵潔  民富國小  00:10.18   

(7)  14384  康稚妮  民富國小  00:10.91   

(8)  14755  陳羿含  民富國小  00:11.98   

 

第 211 項，第 1/2 組， 
(公開)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799  張峰誠  二重國小  00:09.54   

(4)  14593  魏柏宇  光明國小  00:09.10   

(5)  14654  羅易旻  中山國小  00:09.38   

(6)  14760  顏于凱  大同國小  00:09.88   

(7)  14806  鄭又儀  二重國小  00:10.22   

(8)  14805  陳奕凱  二重國小  00:11.67   

 
第 211 項，第 2/2 組， 
(公開)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594  羅群  光明國小  00:09.40   

(4)  14588  黃宥程  光明國小  00:08.90   

(5)  14591  吳宇智  光明國小  00:09.20   

(6)  14802  林子洋  二重國小  00:09.80   

(7)  14800  傅彥烽  二重國小  00:10.07   

(8)  14599  李伯錞  光明國小  00:10.30   

 
第 212 項，第 1/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361  陳品侖  朝山國小  00:10.00   

(4)  14747  石宗翰  民富國小  00:09.44   

(5)  14810  李彥霖  關埔國小  00:09.90   

(6)  14758  邱柏樺  北門國小  00:10.21   

(7)  14721  曾宏宇  關東國小  00:11.40   

(8)  14259  田育璘  載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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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 項，第 2/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3096  陳竑齊  水源國小     

(3)  13916  吳奕辰  大庄國小  00:10.00   

(4)  14079  梁瑜祐  竹科實小  00:09.30   

(5)  14637  吳昊軒  竹科實小  00:09.90   

(6)  14459  吳宇恩  北門國小  00:10.20   

(7)  14652  陳厚謙  關東國小  00:11.00   

(8)  12960  林泓豫  水源國小     

 
第 212 項，第 3/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71  羅天輿  載熙國小     

(3)  13584  杜紀寬  關埔國小  00:09.95   

(4)  14741  楊承鈞  民富國小  00:09.13   

(5)  14786  薛傑鴻  西門國小  00:09.80   

(6)  14749  呂沅恩  民富國小  00:10.20   

(7)  14793  黃佑群  西門國小  00:11.00   

(8)  14077  許真綡  建功國小     

 
第 212 項，第 4/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68  李鎧亦  載熙國小     

(3)  14156  詹侑晟  北門國小  00:09.91   

(4)  13720  彭和康  關東國小  00:09.00   

(5)  14750  張允謙  民富國小  00:09.71   

(6)  14215  蘇品綸  西門國小  00:10.10   

(7)  13723  林語謙  關東國小  00:10.50   

(8)  14087  黃信恒  建功國小     

 
 

第 212 項，第 5/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62  戴宏宇  載熙國小     

(3)  14636  盧竑齊  竹科實小  00:09.90   

(4)  11566  李明峰  關埔國小  00:08.90   

(5)  13511  林翊展  關埔國小  00:09.60   

(6)  14701  饒元博  大庄國小  00:10.00   

(7)  14756  洪晨修  民富國小  00:10.49   

(8)  14658  廖昱惟  水源國小     

 
第 212 項，第 6/6 組，國小男 6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659  張晏熙  水源國小     

(3)  14784  洪晨睿  西門國小  00:09.90   

(4)  13391  黃品翰  竹科實小  00:08.80   

(5)  13507  劉柏榆  關埔國小  00:09.50   

(6)  14364  蘇聖恩  朝山國小  00:10.00   

(7)  14785  葉宸瑋  西門國小  00:10.30   

(8)  14722  許育翔  關東國小  00:11.45   

 
第 213 項，第 1/1 組， 
(公開)國中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4)  14737  謝佳欣  關中  00:14.50   

(5)  14736  莊家宇  關中  00:14.50   

(6)           

(7)           

(8)           

 



- 24 - 

第 214 項，第 1/3 組，國中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580  盧宥君  育賢國中     

(2)  11899  黃 䓃 媞  光武國中     

(3)  12755  朱芷儀  三民國中  00:13.99   

(4)  10337  劉靜靖  虎林國中  00:13.40   

(5)  11954  賀紫綾  虎林國中  00:13.65   

(6)  13161  梅雅喬  培英國中  00:14.99   

(7)  12367  徐睿彤  育賢國中     

(8)  10748  阮仁育  育賢國中     

 
第 214 項，第 2/3 組，國中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0682  游媃朴  富禮國中     

(2)  12050  戴辰昀  光武國中     

(3)  13454  劉品萱  三民國中  00:13.99   

(4)  11106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12.99   

(5)  11953  陳妧媜  虎林國中  00:13.50   

(6)  12546  趙宇珮  培英國中  00:14.99   

(7)  12495  黃婕綾  竹光國中  00:15.00   

(8)  11195  葉品岑  富禮國中     

 
第 214 項，第 3/3 組，國中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090  游慧欣  成德國中     

(2)  10747  李怡璇  育賢國中     

(3)  11913  劉靜雯  虎林國中  00:13.85   

(4)  10336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0:12.90   

(5)  14255  莊沂璇  培英國中  00:13.40   

(6)  12091  黃若涵  培英國中  00:14.80   

(7)  12289  陳捷語  竹光國中  00:15.00   

(8)  14814  楊欣育  育賢國中     

 

第 215 項，第 1/1 組， 
(公開)國中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735  羅勻甫  關中  00:13.00   

(4)  14686  張宇皓  東泰高中  00:12.50   

(5)  14724  謝念祖  關中  00:12.70   

(6)  14734  陳柏融  關中  00:13.00   

(7)  14726  李宥希  關中  00:13.00   

(8)           

 
第 216 項，第 1/4 組，國中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1972  張晨皓  南華國中     

(3)  13466  羅丞邑  成德國中  00:12.99   

(4)  11145  謝嘉恩  三民國中  00:12.00   

(5)  12652  陳聖芳  虎林國中  00:12.30   

(6)  12879  王峻彥  竹光國中  00:13.00   

(7)  14210  林郁鑫  育賢國中     

(8)  11734  謝昀恩  成德國中     

 
第 216 項，第 2/4 組，國中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123  柯智文  育賢國中     

(2)  12070  戴晧恩  光武國中     

(3)  11946  鄭兆廷  虎林國中  00:12.90   

(4)  10355  劉仲偉  培英國中  00:11.99   

(5)  12605  彭晨博  培英國中  00:12.30   

(6)  13172  謝全越  虎林國中  00:13.00   

(7)  14260  朱昱嘉  三民國中  00:13.99   

(8)  11634  楊哲愷  育賢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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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6 項，第 3/4 組，國中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0144  李智惟  南華國中     

(2)  13093  黃祈恩  成德國中     

(3)  12791  詹易翔  虎林國中  00:12.80   

(4)  10838  高康洋  培英國中  00:11.80   

(5)  11210  胡雲翔  培英國中  00:12.20   

(6)  12736  趙 向  竹光國中  00:13.00   

(7)  11638  黃子毅  竹光國中  00:13.80   

(8)  11991  羅晟睿  育賢國中     

 
第 216 項，第 4/4 組，國中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2538  朱家陞  南華國中     

(2)  10361  陳裕紳  成德國中     

(3)  12792  森佑恩  虎林國中  00:12.60   

(4)  10368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0:11.60   

(5)  11146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12.00   

(6)  12966  汪立鈞  三民國中  00:12.99   

(7)  11440  李家豪  竹光國中  00:13.50   

(8)  11626  吳政龍  育賢國中     

 
第 217 項，第 1/1 組， 
(公開)國小女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31  陳雨宣  中正國小  00:32.00   

(4)  14608  蕭新瑜  光明國小  00:30.00   

(5)  14612  廖語柔  光明國小  00:30.00   

(6)  14727  羅幼晴  六合國小  00:32.50   

(7)  14672  游晴羽  大同國小  00:32.99   

(8)           

 

第 218 項，第 1/3 組，國小女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3890  何芯羽  載熙國小     

(3)  14717  廖品璇  關東國小  00:34.00   

(4)  13727  郭詩瑾  關東國小  00:31.00   

(5)  14151  陳映方  北門國小  00:32.25   

(6)  14746  洪千淳  民富國小  00:34.12   

(7)  12776  張靜緹  大庄國小  00:34.82   

(8)  13243  張舒甯  關埔國小  00:35.20   

 
第 218 項，第 2/3 組，國小女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891  吳依凡  載熙國小     

(2)  14808  蔡毓琳  關埔國小  00:35.80   

(3)  13344  彭湘珺  西門國小  00:33.80   

(4)  13726  陳聿靚  關東國小  00:30.50   

(5)  14229  張筱詩  竹科實小  00:32.20   

(6)  13663  李妤溱  西門國小  00:34.00   

(7)  14221  葉梓葳  西門國小  00:34.50   

(8)  13177  李萱柔  關埔國小  00:35.00   

 
第 218 項，第 3/3 組，國小女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382  郭妘涵  民富國小     

(2)  13664  吳依潔  西門國小  00:35.50   

(3)  13515  林妤軒  關埔國小  00:32.80   

(4)  13524  劉喬安  關東國小  00:30.10   

(5)  14269  陳品蓉  關東國小  00:32.10   

(6)  14365  簡卉婷  朝山國小  00:34.00   

(7)  11567  張瑜璇  關埔國小  00:34.50   

(8)  14791  葉孟媛  西門國小  0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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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9 項，第 1/1 組， 
(公開)國小男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653  雷承諺  中山國小  00:32.00   

(3)  14587  吳柏叡  光明國小  00:31.00   

(4)  14589  周彥熏  光明國小  00:28.00   

(5)  14665  金茂勝  大同國小  00:29.39   

(6)  14586  朱成皓  光明國小  00:31.00   

(7)  14585  陳樂澂  光明國小  00:31.00   

(8)  14654  羅易旻  中山國小  00:31.00   

 
第 220 項，第 1/3 組，國小男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40  許晴亞  民富國小     

(3)  14748  林彥碩  民富國小  00:34.04   

(4)  13721  簡丞彥  關東國小  00:31.00   

(5)  14786  薛傑鴻  西門國小  00:33.50   

(6)  14492  張佑丞  西門國小  00:35.00   

(7)  13252  謝宇禮  關埔國小  00:35.50   

(8)  13508  文浩驊  關埔國小  00:36.00   

 
第 220 項，第 2/3 組，國小男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882  林孟淳  載熙國小     

(2)  14751  郭乃仁  民富國小  00:39.19   

(3)  14783  黃宥華  西門國小  00:33.80   

(4)  14268  范睿紘  關東國小  00:30.50   

(5)  14452  張鈞皓  北門國小  00:32.20   

(6)  14485  林語侖  西門國小  00:34.50   

(7)  14756  洪晨修  民富國小  00:35.35   

(8)  14743  胡定恆  民富國小  00:35.83   

 

第 220 項，第 3/3 組，國小男 2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259  田育璘  載熙國小     

(2)  14811  游興樂  關埔國小  00:37.00   

(3)  14216  俞宥丞  西門國小  00:33.60   

(4)  13028  余品毅  關東國小  00:29.00   

(5)  14159  簡大智  北門國小  00:31.21   

(6)  12659  洪德耘  關埔國小  00:34.50   

(7)  14652  陳厚謙  關東國小  00:35.21   

(8)  13509  何祥睿  關埔國小  00:35.50   

 
第 222 項，第 1/2 組，國中女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0195  呂佳書  光武國中     

(3)  12794  陳齊佑  虎林國中  01:07.50   

(4)  14255  莊沂璇  培英國中  00:68.99   

(5)  10336  黃楷茹  虎林國中  01:02.50   

(6)  11955  張佑慈  虎林國中  01:09.00   

(7)  10109  林羽芊  富禮國中     

(8)  10748  阮仁育  育賢國中     

 
第 222 項，第 2/2 組，國中女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0747  李怡璇  育賢國中     

(3)  10455  童喬淇  三民國中  01:02.99   

(4)  11106  劉伊庭  培英國中  00:62.99   

(5)  13161  梅雅喬  培英國中  00:70.99   

(6)  11953  陳妧媜  虎林國中  01:08.50   

(7)  11954  賀紫綾  虎林國中  01:09.50   

(8)  12396  李和錡  光武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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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3 項，第 1/1 組， 
(公開)國中男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4)  14688  李建賢  東泰高中  00:56.00   

(5)  14724  謝念祖  關中  00:60.00   

(6)           

(7)           

(8)           

 
第 224 項，第 1/3 組，國中男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1634  楊哲愷  育賢國中     

(2)  11626  吳政龍  育賢國中     

(3)  12652  陳聖芳  虎林國中  00:59.00   

(4)  11146  鄧宇宸  三民國中  00:55.00   

(5)  12792  森佑恩  虎林國中  00:58.50   

(6)  12605  彭晨博  培英國中  00:59.99   

(7)  11372  蕭子皓  竹光國中  01:00.00   

(8)  14210  林郁鑫  育賢國中     

 
第 224 項，第 2/3 組，國中男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1991  羅晟睿  育賢國中     

(2)  10578  鍾德韋  光武國中     

(3)  14346  古承右  三民國中  00:58.99   

(4)  11837  周祈安  三民國中  00:55.00   

(5)  11176  池嘉程  虎林國中  00:58.00   

(6)  11946  鄭兆廷  虎林國中  00:59.50   

(7)  12825  林治華  培英國中  00:60.99   

(8)  12879  王峻彥  竹光國中  01:00.00   

 

第 224 項，第 3/3 組，國中男 4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236  陳佑庭  育賢國中     

(2)  12916  邵健涵  光武國中     

(3)  11811  李秉宸  三民國中  00:58.99   

(4)  10368  鄒易承  培英國中  00:53.00   

(5)  10838  高康洋  培英國中  00:57.99   

(6)  12791  詹易翔  虎林國中  00:59.20   

(7)  14347  劉宸愷  培英國中  00:59.99   

(8)  11373  何曾右  竹光國中  01:00.00   

 
第 225 項，第 1/3 組， 
(公開)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35  施晴予  中正國小  00:15.80   

(4)  14672  游晴羽  大同國小  00:14.89   

(5)  14611  王薇媗  光明國小  00:15.10   

(6)  14663  王涵緹  寶山國小  00:16.22   

(7)  14620  羅琳  光明國小  00:16.50   

(8)           

 
第 225 項，第 2/3 組， 
(公開)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727  羅幼晴  六合國小  00:15.50   

(4)  14759  張臻庭  大同國小  00:14.88   

(5)  14631  陳雨宣  中正國小  00:15.00   

(6)  14673  傅湘晴  大同國小  00:16.00   

(7)  14621  楊蕎綾  光明國小  00:16.50   

(8)  14803  陳昕  二重國小  00: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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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5 項，第 3/3 組， 
(公開)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634  田婕希  中正國小  00:15.50   

(4)  14605  徐睿言  光明國小  00:14.50   

(5)  14671  余宥心  大同國小  00:14.99   

(6)  14660  黃苡嘉  寶山國小  00:15.82   

(7)  14622  張書綺  光明國小  00:16.50   

(8)  14798  鄭乃萱  二重國小  00:17.32   

 
第 226 項，第 1/5 組，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505  黃寶萱  水源國小     

(3)  14745  吳姵潔  民富國小  00:16.26   

(4)  14145  葉心愉  北門國小  00:15.23   

(5)  13390  曾芃睿  竹科實小  00:15.90   

(6)  14530  謝昀庭  關埔國小  00:16.80   

(7)  14754  陳宥希  民富國小  00:17.48   

(8)  13883  榮舒逸  載熙國小     

 
第 226 項，第 2/5 組，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65  王劭萱  載熙國小     

(3)  14270  溫庭悅  關東國小  00:16.15   

(4)  12663  林妍希  關埔國小  00:15.10   

(5)  12776  張靜緹  大庄國小  00:15.71   

(6)  14151  陳映方  北門國小  00:16.73   

(7)  14488  廖靖忻  西門國小  00:17.00   

(8)  14057  王宥婷  建功國小     

 

第 226 項，第 3/5 組，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14767  曾子綺  載熙國小     

(3)  13921  林奕菲  大庄國小  00:16.00   

(4)  13727  郭詩瑾  關東國小  00:15.00   

(5)  13112  邵筱婷  北門國小  00:15.49   

(6)  14647  李安芮  竹科實小  00:16.70   

(7)  14791  葉孟媛  西門國小  00:17.00   

(8)  14757  郭子琪  北門國小  00:17.85   

 
第 226 項，第 4/5 組，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55  陳羿含  民富國小     

(2)  14253  徐子曦  載熙國小     

(3)  12665  吳冠菲  關埔國小  00:16.00   

(4)  13726  陳聿靚  關東國小  00:14.60   

(5)  13515  林妤軒  關埔國小  00:15.40   

(6)  14432  吳巧翎  關埔國小  00:16.60   

(7)  14496  趙妍  西門國小  00:16.90   

(8)  14384  康稚妮  民富國小  00:17.84   

 
第 226 項，第 5/5 組，國小女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985  陳葦安  水源國小     

(2)  14775  許維恩  載熙國小     

(3)  13383  邱和謙  竹科實小  00:16.00   

(4)  13524  劉喬安  關東國小  00:14.10   

(5)  14269  陳品蓉  關東國小  00:15.25   

(6)  14494  蘇怡帆  西門國小  00:16.50   

(7)  13663  李妤溱  西門國小  00:16.80   

(8)  14382  郭妘涵  民富國小  0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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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7 項，第 1/2 組， 
(公開)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799  張峰誠  二重國小  00:15.88   

(4)  14584  吳承憲  光明國小  00:15.00   

(5)  14598  莊維治  光明國小  00:15.80   

(6)  14801  高羽宏  二重國小  00:16.03   

(7)  14602  林奕鋅  光明國小  00:16.50   

(8)           

 
第 227 項，第 2/2 組， 
(公開)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14595  詹雨杰  光明國小  00:15.80   

(4)  14665  金茂勝  大同國小  00:13.69   

(5)  14653  雷承諺  中山國小  00:15.40   

(6)  14596  吳育增  光明國小  00:16.00   

(7)  14802  林子洋  二重國小  00:16.34   

(8)  14804  黃綦靖  二重國小  00:18.14   

 
第 228 項，第 1/5 組，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387  彭子奕  載熙國小     

(2)  14773  謝承祐  載熙國小     

(3)  14156  詹侑晟  北門國小  00:16.01   

(4)  13723  林語謙  關東國小  00:15.10   

(5)  14159  簡大智  北門國小  00:15.55   

(6)  13507  劉柏榆  關埔國小  00:16.50   

(7)  14753  包浩宇  民富國小  00:17.00   

(8)  14744  黃梓齊  民富國小  00:18.81   

 

第 228 項，第 2/5 組，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077  許真綡  建功國小     

(2)  14262  黃子峻  載熙國小     

(3)  13916  吳奕辰  大庄國小  00:16.00   

(4)  13721  簡丞彥  關東國小  00:14.90   

(5)  14748  林彥碩  民富國小  00:15.53   

(6)  13388  童家煌  竹科實小  00:16.50   

(7)  14700  林柏睿  大庄國小  00:17.00   

(8)  14452  張鈞皓  北門國小  00:18.75   

 
第 228 項，第 3/5 組，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3096  陳竑齊  水源國小     

(2)  14065  彭若赫  建功國小     

(3)  14233  曾柏碩  竹科實小  00:16.00   

(4)  14380  紀宇謙  民富國小  00:14.80   

(5)  14080  柯永元  竹科實小  00:15.30   

(6)  14780  許少萁  西門國小  00:16.50   

(7)  14459  吳宇恩  北門國小  00:16.93   

(8)  14758  邱柏樺  北門國小  00:18.00   

 
第 228 項，第 4/5 組，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658  廖昱惟  水源國小     

(2)  14213  許展置  西門國小  16:20.99   

(3)  14783  黃宥華  西門國小  00:15.90   

(4)  14268  范睿紘  關東國小  00:14.75   

(5)  14481  林孟睿  民富國小  00:15.29   

(6)  12660  邱祥竣  關埔國小  00:16.30   

(7)  14720  葛浩承  關東國小  00:16.55   

(8)  14792  陳昀楷  西門國小  0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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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8 項，第 5/5 組，國小男 100 公尺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72  黃彥成  載熙國小     

(2)  14701  饒元博  大庄國小  00:35.93   

(3)  13584  杜紀寬  關埔國小  00:15.60   

(4)  13028  余品毅  關東國小  00:14.20   

(5)  11566  李明峰  關埔國小  00:15.10   

(6)  14364  蘇聖恩  朝山國小  00:16.10   

(7)  13252  謝宇禮  關埔國小  00:16.50   

(8)  14781  林彥宏  西門國小  00:17.00   

 
第 230 項，第 1/1 組，國中女 1500 公尺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39  朱湘涵  關中  00:05.30  
公開國
中女子
組 

(2)  13092  彭淳羚  成德國中    國中女
子組 

(3)  11831  楊芷僑  三民國中    國中女
子組 

(4)  14814  楊欣育  育賢國中    國中女
子組 

(5)  14422  陳妍安  富禮國中    國中女
子組 

(6)  12794  陳齊佑  虎林國中  05:50.00  國中女
子組 

(7)  11955  張佑慈  虎林國中  06:05.00  國中女
子組 

(8)  11194  謝欣玲  富禮國中    國中女
子組 

(9)  14580  盧宥君  育賢國中    國中女
子組 

(10)  11846  戴可妮  三民國中    國中女
子組 

 
 
 
 

第 232 項，第 1/1 組，國中男 1500 公尺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731  游冠禹  關中  05:00.99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2)  14723  龍政宏  關中  04:40.00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3)  14725  羅至宥  關中  04:50.00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4)  14730  徐幼庭  關中  05:00.99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5)  10694  王崇安  光武國中    國中男
子組 

(6)  13123  柯智文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7)  12043  林辰澤  三民國中    國中男
子組 

(8)  14209  李祥興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9)  11476  杜家榮  光武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0)  12743  莊家宸  三民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1)  11176  池嘉程  虎林國中  05:15.00  國中男
子組 

(12)  11800  韓其融  三民國中  04:50.99  國中男
子組 

(13)  12236  彭柏翰  富禮國中  05:00.00  國中男
子組 

(14)  13172  謝全越  虎林國中  05:45.00  國中男
子組 

(15)  14655  唐哲凱  成德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6)  11635  張寓程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7)  12258  曾宇弘  成德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8)  14813  張鈞甯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19)  12712  胡壹鴻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20)  11837  周祈安  三民國中    國中男
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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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3 項，第 1/1 組， 
(公開)國小女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中山國小  01:05.00   

(4)      光明國小  00:58.00   

(5)      寶山國小  00:59.19   

(6)      大同國小  01:07.00   

(7)           

(8)           

 
第 234 項，第 1/1 組， 
國小女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關東國小  01:01.00   

(4)      竹科實小  00:58.90   

(5)      關埔國小  00:62.99   

(6)      西門國小  01:02.00   

(7)      民富國小     

(8)      載熙國小     

 
第 235 項，第 1/1 組， 
(公開)國小男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4)      光明國小  00:59.00   

(5)      大同國小  01:05.00   

(6)           

(7)           

(8)           

 

第 236 項，第 1/1 組， 
國小男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關東國小  01:00.00   

(4)      竹科實小  00:56.50   

(5)      關埔國小  00:61.99   

(6)      西門國小  01:00.00   

(7)      民富國小     

(8)      載熙國小     

 
第 238 項，第 1/1 組， 
國中女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培英國中  00:53.00   

(4)      三民國中  00:49.99   

(5)      虎林國中  00:53.00   

(6)      育賢國中     

(7)      光武國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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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0 項，第 1/2 組， 
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併組)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關中  00:49.50  
公開國

中男子

組 

(4)      培英國中  00:47.99  國中男
子組 

(5)      虎林國中  00:49.50  國中男
子組 

(6)      育賢國中    國中男
子組 

(7)      南華國中    國中男
子組 

(8)           

 
第 240 項，第 2/2 組， 
國中男 4×100 公尺接力 
道次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2)           

(3)      三民國中  00:50.99   
(4)      培英國中  00:46.00   

(5)      三民國中  00:48.99   
(6)      育賢國中     

(7)      光武國中     
(8)           

 
 
 
 
 
 
 

第 244 項，第 1/2 組， 
國小女 3000 公尺競走(併組)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823  杜佳衡  大同國小  23:99.99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2)  14824  陳思語  大同國小  23:99.99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3)  14632  彭悅芯  中正國小  20:00.00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4)  14603  楊又語  光明國小  17:50.00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5)  14604  伍至琳  光明國小  19:00.00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6)  14825  陳采緹  大同國小  23:99.99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7)  14821  江予心  大同國小  23:99.99  
公開國
小女子
組 

(8)  14796  侯宣如  載熙國小    國小女
子組 

(9)  14388  翁苡瑄  載熙國小    國小女
子組 

(10)  13381  詹采萱  竹科實小  23:50.00  國小女
子組 

(11)  14230  吳珅霈  竹科實小  23:40.00  國小女
子組 

(12)  14276  陳湘云  關東國小  21:00.00  國小女
子組 

(13)  13029  范凱淇  關東國小  18:30.00  國小女
子組 

(14)  13344  彭湘珺  西門國小  20:00.00  國小女
子組 

(15)  14716  陳湘嵐  關東國小  23:00.00  國小女
子組 

(16)  14219  陳品彤  西門國小  23:50.00  國小女
子組 

(17)  14761  彭品程  載熙國小    國小女
子組 

(18)  14797  翁妤榛  載熙國小    國小女
子組 

(19)  14763  楊亞霏  載熙國小    國小女
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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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4 項，第 2/2 組， 
國小男 3000 公尺競走(併組) 
序號  號碼  姓名  單位  參考成績  比賽成績 

(1)  14592  童聖硯  光明國小  19:00.00  
公開國
小男子
組 

(2)  14822  杜佳翰  大同國小  23:99.99  
公開國
小男子
組 

(3)  14766  陳賢澔  載熙國小    國小男
子組 

(4)  14282  李育鋒  關東國小  21:50.00  國小男
子組 

(5)  14485  林語侖  西門國小  20:30.00  國小男
子組 

(6)  14650  呂紹督  關東國小  18:50.00  國小男
子組 

(7)  14649  李宥承  關東國小  19:00.00  國小男
子組 

(8)  14216  俞宥丞  西門國小  21:30.00  國小男
子組 

(9)  14651  翁振維  關東國小  22:00.00  國小男
子組 

(10)  14826  曾祥寶  載熙國小    國小男
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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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賽起跳高度晉升表標準 
跳高（單位：公尺） 

組別 
試跳

高度 

試跳

高度 

每  次  晉  升  高  度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中 

男子

組 
1.45 1.65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3 1.75 1.78 1.81 

國中 

女子

組 
1.25 1.45 1.25 1.30 1.35 1.40 1.45 1.48 1.51 1.54 1.57 1.60 

國小 

男組 
1.10 1.30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38 1.41 1.44 1.47 

國小 

女組 
1.05 1.25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3 1.36 1.39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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