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鳳科技大學 

 

57週年校慶運動會秩序冊 

      



 

吳鳳科技大學 57 週年校慶運動會秩序冊 

 

 

 

 

目 錄 

 

 

1.校慶運動會活動流程表·····································1 

2.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2-4 

3.校慶運動會工作人員·······································5 

4.校慶運動會賽程表·········································6 

5.校慶運動會男(女)生組拔河比賽賽程表·····················7-8 

6.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參賽名單····························9-14 

 

 



1 

 

吳鳳科技大學 57週年校慶運動會秩序冊 

 

 

57 週年校慶運動會活動流程表 
日期：111 年 3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吳鳳科技大學田徑場 
時間 活 動 名 稱 備註 

08：30 工作人員就位  

08：45 
學生男子組 1500公尺檢錄 

學生女子組 1500公尺檢錄 
 

09：00 

學生男子組 1500公尺決賽 

學生女生組跳遠檢錄 

學生男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檢錄 

學生女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檢錄 

 

09：15 
學生女子組 1500公尺決賽 

學生女生組跳遠決賽 

學生男生組跳遠檢錄 
 

09：30 

學生男生組跳遠決賽 

學生男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決賽 

學生女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決賽 

學生男生組 800 公尺檢錄 

學生女生組 800 公尺檢錄 

 

10：00 
學生男生組 800 公尺決賽 

學生女生組 800 公尺決賽 

拔河檢錄 
 

10：30 
拔河決賽 

學生女生組 200 公尺檢錄 

學生男生組 200 公尺檢錄 
 

11：00 
學生女生組 200 公尺決賽 

學生男生組 200 公尺決賽 

學生女子壘球擲遠檢錄 
 

11：15 
學生女子壘球擲遠決賽 

學生男子壘球擲遠檢錄 
 

11：30 學生男子壘球擲遠決賽  

12：00 午餐休息  

13：15 
學生男生組 100 公尺檢錄 

學生女生組 100 公尺檢錄 
 

13：30 
學生男生組 100 公尺決賽 

學生女生組 100 公尺決賽 

趣味競賽：「坦克車大戰」檢錄 
 

14：00 
趣味競賽：「坦克車大戰」決賽 

趣味競賽：「同心協力」檢錄 
 

14：30 
趣味競賽：「同心協力」決賽 

趣味競賽：「九宮格」檢錄 
 

15：00 
趣味競賽：「九宮格」決賽 

學生男、女生混合組 1,200 公尺大隊接力(男生最多 8 人)檢錄 
 

15：30 學生男、女生混合組 1,200 公尺大隊接力決賽  

16：00 頒獎典禮  

16：30 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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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一、主旨：為配合校慶舉辦運動會，以培養教職員工生之情感及各班學生之團隊精神，並增

進全校師生之身心健康。 

二、主辦單位：體育運動組 

三、協辦單位：學務處、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四、比賽日期：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隊數超過 20 隊預賽日期另行通告。 

五、參加對象：全校師生(各項競賽請各系務必報名一隊) 

六、競賽組別：1.公開組：以本校處、室、中心、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 

邀參加之學校、社區為單位組隊參加。 

2.學生組：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學學生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生，以本校

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為單位報名

參加。 

七、競賽項目： 

(一)田徑運動競賽： 
學生組： 

男生組 女生組 

1. 學生男生組 100 公尺跑。 

2. 學生男生組 200 公尺跑。 

3. 學生男生組 800 公尺跑。 

4. 學生男生組 1500 公尺跑。 

5. 學生男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 

6. 學生男、女生混合組 1200 公尺大

隊接力(男最多 8 人、女至少 4 人) 

7. 學生男生組跳遠。 

8. 學生男生組壘球擲遠 

1. 學生女生組 100 公尺跑。 

2. 學生女生組 200 公尺跑。 

3. 學生女生組 800 公尺跑。 

4. 學生女生組 1500 公尺跑。 

5. 學生女生組 4 人×100 公尺接力。 

7. 學生女生組跳遠。 

8. 學生女生組壘球擲遠。 

(二)拔河 

(三)公開組趣味競賽: 「坦克車大戰」、「同心協力」、「九宮格」。 

八、田徑運動競賽規則： 

(一)參賽資格：  
學生組： 

1.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學學生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生皆可報名。 

2.4 人×100 公尺接力賽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

生為單位報名參加，詳細規則請參閱下述之田徑運動競賽規則。 

3.大隊接力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為單位報名， 

本校符合報名人數之各班務必報名參加大隊接力。 

(二)競賽規則 

1.學生組 1,200 公尺大隊接力，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 
之學校學生為單位，每隊 12 人，每人跑 100 公尺，參賽者不得重複跑不同棒次，違者取
消該隊資格，各班可報名多隊，採計時決賽。 

2.100 公尺、200 公尺、800 公尺、1,500 公尺、4 人×100 公尺接力、跳遠可穿釘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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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100 公尺接力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生

為單位組隊參加。 

4. 各單位報名隊數不限制，惟同一項目每人限報名一隊，請同學踴躍報名參賽。 

5. 大隊接力參賽者須穿着運動服裝、運動鞋，不可穿釘鞋、足球鞋、棒壘球鞋或赤腳參 

 賽。 

6. 各項比賽報名人(隊)數需達(含)4 人(隊) 以上，報名人(隊)數不足時取消該項比賽。 

7. 各項比賽賽制依報名人(隊)數而定。 

8. 本次比賽，除以本會自訂之規則，其餘競賽細則依據最新國際田徑競賽規則實施。

(三)趣味競賽規則： 

1. 學生拔河 (男生組)： 

(1) 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生為單位組隊參加， 

每隊派 8 人參賽。

(2)採用單淘汰賽。 

(3) 賽前 30 分鐘至比賽場地點名，三次點名不到以棄權論。 

(4) 參賽者須穿着運動服裝、運動鞋、各隊最後一名選手(後位)務必穿戴大會準備之防

護頭盔，不可穿釘鞋、足球鞋、棒壘球鞋或赤腳參賽。 

學生拔河(女生組)： 

(1) 以本校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學生為單位組隊參加， 每隊派 8 

人參賽。 

(2) 採用單淘汰賽。 

(3) 賽前 30 分鐘至檢點處點名，三次點名不到以棄權論。 

(4) 參賽者須穿着運動服裝、運動鞋、各隊最後一名選手(後位)務必穿戴大會準備之防

護頭盔，不可穿釘鞋、足球鞋、棒壘球鞋或赤腳參賽。 

2. 公開組坦克車大戰 

(1) 以本校處、室、中心、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社 

區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人數 12 人(男女不拘)其中教職員至少須佔 1/2(含)，每次上

場 4 人，共 3 組。 

(2) 4 人成一縱隊於預備區內，第一組隊員於出發前先進入道具，並由隨行裁判檢查後

預備出發。 

(3) 哨音後即可出發，前進至前方 20 公尺處，繞經折返點返回原點。 

(4) 隊伍在行進中如有脫隊、道具脫落之情形，隨行裁判將於原地舉紅旗，參賽隊伍必

須於舉旗之點整隊，待隨行裁判舉起白旗，始能繼續前進。 

(5) 判定：採計時決賽方式進行，以花最少時間完成比賽之成績排定先後之名次。
3.公開組同心協力 
(1) 以本校處、室、中心、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社區

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人數 10 人(男女不拘)其中教職員至少須佔 1/2(含)，每次上場 2 

人，共 5 組。 

(2) 2 人一組，一隊分成 5 組，排縱列於距離 20 公尺之 AB 二側，每組從 A 處以 

胸對胸或是背對背(方式任選，但過程中不得用手拿或腳踢)將排球運送到 B 處， 

交由下一組人員繼續。 

(3) 過程中如有球掉落或是違反遊戲規則，將重回原點重新出發 

(4) 取前 3 名，第 1 名 10 分、第 2 名 8 分、第 3 名 6 分，參加隊伍每隊給予 4 分(5)參賽

者須著運動服裝、運動鞋，不可穿釘鞋、足球鞋、棒壘球鞋或赤腳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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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開組九宮格 

(1) 以本校處、室、中心、系、所、班、社團、跨單位自組聯隊或受邀參加之學校、社 

區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人數 10 人(男女不拘)其中教職員至少須佔 1/2(含)，每次

上場 1 人投擲 2 次。 

(2) 每隊參賽者將球投入(男生 10 公尺、女生 5 公尺)距離之九宮格，不得越線投擲，每 

人限投 2 顆球，再依投擲之累計分數進行排名。 

(3) 參賽者須穿著運動服裝、運動鞋，不可穿釘鞋、足球鞋、棒壘球鞋或赤腳參賽。

(4)報名隊數需達(含)4 隊以上，報名隊數不足時取消本項比賽。 

九、參賽須知 

(一)各項比賽，參賽選手須於參賽前 30 分鐘至檢錄處點名，三次點名未到者以棄權論。

(二)學生組參賽同學須帶學生證至檢錄處點名，若有冒名現象，該參賽者取消參賽資格， 

且冒名者與被冒名者皆以作弊論依校規處分。

(三)跳遠檢錄場地為跳遠比賽場地。 

(四)報名者須衡量自身健康狀況，身體不適者不得報名，如有違反，後果自行負責。

(五)各項競賽時間與賽制，請參賽者隨時上體育運動組網站查閱 

(http://www.wfu.edu.tw/~sport)，或逕至體育運動組查詢，主辦單位不再個別通

知。 

(六)若因故必須棄權，請於比賽前一天至體育運動組填寫不出賽申請單，否則取消該選

手(隊)後續所有比賽資格。 

(七)參賽者皆須穿着運動服裝、運動鞋，為安全起見，未穿着運動鞋及赤腳者不得出賽。 

十、獎勵辦法： 

(一)個人項目：各組至多取前六名，第一至三名每人各頒發獎牌一面、獎品一份及獎狀

一張，第四至第六名每人各頒發獎狀一張。 

(二)團體項目： 

1. 田徑項目: 各組至多取前六名，第一至三名每人各頒發獎牌一面、獎狀一張及每隊獎

品一份，第四至第六名每人各頒發獎狀一張。 

2. 趣味競賽:各組至多取前六名，第一至三名每隊各頒發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獎品一

份；第四至第六名各頒發獎狀一張。 

十一、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止。

(二)請至體育運動組網頁最新消息下載競賽規程及報名表 

網址：http://www.wfu.edu.tw/~sport 

(三)報名手續：報名表輸入完成後，列印一份紙本由各隊領隊(單位主管、系主任、導師或

教練)簽核後，繳交至旭光中心體育運動組(U103)，並將電子檔 E-mail 至

kevin55862@wfu.edu.tw 才視同完成報名手續。 

十二、比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十三、抽籤會議：11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 點 10 分，請各隊派員參加，主辦單位不 

 再另行通知。 

十四、抽籤地點：旭光中心體育運動組，如未派員出席，由體育運動組代為抽籤。 

十五、抗議申訴辦法：由各單位領隊（以報名表為準）具實填寫申訴書於賽後馬上交由大會

裁判長，申訴者必須於下一場比賽開始前提出申訴，由大會裁判長召開裁判委員會議

判決比賽結果與處理方法。若後續比賽已進行則不接受申訴。 

 

  

http://www.wfu.edu.tw/~sport)
http://www.wfu.edu.tw/~sport
mailto:kevin55862@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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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57 週年校慶運動會工作人員 
 

總幹事 : 卓世鏞組長                   副總幹事 : 錢慶安老師 

 

競賽組（共 4人） : 趙國斌主任、何嘉霖組員 

學生: 林芝妤、林姿綺 

 

裁判組（共 22人） : 石昌益老師、蔡守浦老師、吳憲訓老師 

學生:林彥騰、林家賢、商誌勝、林嘉瑋、王新富、黃冠寓、王秉崧、蔡仁儫、

呂威志、童毓炫、謝閔祐、香翰淋、邱鈺傑、李讚原、朱一正、劉家豪、

林祐晟、賴珮縈、范澤楷 

 

場地器材組（共 17人） : 黃鉑翔老師、羅松永教練、黃玟盛輔導員 

學生:李柏駿、張世德、馬睿翊、李卉芯、丁怡婷、郭卉文、陳家瑞、吳姿吟、

劉振邦、沈峻佑、周建豪、陳怡君、廖昌壕、陳璿文 

 

檢錄組（共 8人） : 張瑞興老師 

學生: 黃美臻、李文豪、李柏楊、林威翰、陳皇志、陳明心、蔡菖紘 

 

典禮組（共 8人） : 周靈山老師 

學生: 林暄淨 吳錦品、李衍賢、楊士億、潘佩妘、羅毅聖、唐瑋宏 

 

成績記錄組（共 6人）:肖咏梅老師 

學生: 陳宣榕、謝汶峰、蔡玗潔、楊博翔、陳旭凡 

 

醫護組（共 5人）:呂彗琪小姐、王怡文小姐 

學生: 葉明昌、張中泰、黃泰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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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賽程表 
111 年 3月 25日(星期五) 

 
上午 

男生組 1500公尺計時決賽 ................................. 09:00  

女生組 1500公尺計時決賽 ................................. 09:15 

女生組跳遠決賽 .......................................... 09:15 

男(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決賽 ............................ 09:30 

男生組跳遠決賽 .......................................... 09:30 

男(女)生組 800公尺計時決賽 .............................. 10:00 

男(女)生組拔河決賽 ...................................... 10:30 

男(女)生組 200公尺計時決賽 .............................. 11:00 

女生組壘球擲遠決賽 ...................................... 11:15 

男生組壘球擲遠決賽 ...................................... 11:30 

  

下午  

男(女)生組 100公尺計時決賽 .............................. 13:30 

坦克車大戰 .............................................. 14:00 

同心協力 ................................................ 14:30 

九宮格 .................................................. 15:00  

男(女)生組 1200公尺大隊接力 ............................. 15:30  

 

(參賽者請於比賽前 30分鐘至檢錄處點名) 

(檢錄處：操場 100 公尺起點後方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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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拔河比賽賽制圖 
 

男子組共 9隊(取前 3名)採單敗淘汰： 

休閒一 A、消防一 A、車輛一 A、小甜心 G淵、車輛二 A、消防一 B、柔道社、 

休閒系(A隊)、休閒系(B隊)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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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共 3隊：幼保系美女、貝貝專屬、休閒系 

1. 貝貝專屬 vs幼保系美女 

2. 貝貝專屬 vs休閒系 

3. 幼保系美女 vs休閒系 

 
 

 幼保系美女 

貝貝專屬 休閒系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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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參賽名單 

學生男生組 
 

男生組 100公尺 (19人) 

休閒一 A 呂威志  休閒一 A 李柏駿  休閒一 A 侯普陌  休閒一 A 朱一正 

休閒一 A 李讚原  休閒一 A 謝閔祐  車輛一 A 郭俊佑  夜休閒三 A 吳宗銘 

應媒一 A 蘇詠然  應媒一 A 林秉科  消防一 B 尤碩楷  休閒四 A 黃冠寓 

休閒四 A 商誌勝  安管三 A 沈峻佑  電機一 A 劉振邦  安管三 A 陳璿文 

消防三 C 廖昌壕  機械一 B 周建豪  餐管一 B 嚴健豪 

 

男生組 200公尺 (6人) 

休閒一 A  李柏駿  休閒一 A 王秉崧  車輛一 A 郭俊佑  休閒三 A 廖淯祐 

夜休閒三 A吳宗銘  休閒三 A 楊騰貴 

 

男生組 800公尺 (4人) 

休閒一 A 香瀚林  休閒一 A 呂威志  休閒一 A 侯普陌  二專機械二 A 江振銓 

 

男生組 1500公尺 (9人) 

休閒一 A 李讚原  休閒一 A 侯普陌  消防一 A 許恩哲  消防一 A 徐躍誠 

安管三 A 沈峻佑  電機一 A 劉振邦  安管三 A 陳璿文  消防三 C 廖昌壕 

機械一 B 周建豪 

 

男生組 4×100 公尺 (3隊) 

休閒一 A：呂威志、李柏駿、香瀚林、謝閔祐 

休閒系：劉家豪、楊騰貴、吳宗銘、廖淯祐 

消防二 B：鄭宗賢、張凱益、蔡長發、周駿彬 

 

男生組跳遠 (9人) 

休閒一 A 朱一正  休閒一 A 王秉崧  休閒一 A 李柏駿  休閒三 A 李文豪 

應媒一 A 趙朋毅  消防一 B 周建源  消防一 B 官宏樺  休閒四 A 黃冠寓 

休閒四 A 商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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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組壘球擲遠 (23人) 

休閒一 A 邱鈺傑  休閒一 A 郭子嘉  休閒一 A 蔡仁儫  休閒一 A 呂威志 

休閒一 A 童毓鉉  車輛二 A 陳冠捷  車輛二 A 陳錦皇  休閒三 A 廖淯祐 

休閒三 A 李文豪  休閒三 A 張育愷  應媒一 A 蘇翔郁  消防一 B 蘇哲弘 

消防一 B 黃建勛  消防一 B 官宏樺  消防一 B 林俞宏  機械一 B 李權修 

應媒四 C 張世德  安管三 A 沈峻佑  安管三 A 陳璿文  電機三 A 馬睿翊 

電機一 A 劉振邦  機械一 B 周建豪  長照一 A 劉浩宇 

 

學生男生組拔河(9隊) 

休閒一 A：呂威志、李讚原、童毓鉉、邱鈺傑、周家弘、朱一正、侯普陌、王秉 

崧、李柏駿、謝閔祐、香瀚林 

消防一 A：黃宥豪、陳柏鈞、黃士維、孫彥中、黃冠穎、梁迤捷、胡群恩、柳宗 

佑 

車輛一 A：鍾秉煊、林估泉、林賢凱、林建榮、張祐逸、郭俊佑、司益維、周健 

成、黃冠睿、蘇庭毅、鍾建輝、吳聖篷 

小甜心 G淵：蘇宥豪、王廷安、邱駿驊、吳金達、陳東科、吳明翰、劉宏毅、何 

肇荃 

車輛二 A：陳冠捷、陳錦皇、李亞駿、董梓駿、郭明育、吳宣育、梁君愷、余浤 

睿 

消防一 B：蘇哲弘、李建儀、何大宇、曾泓維、官宏樺、蔡旻綺、曹宇棠、林俞 

宏 

柔道社：張世德、廖昌壕、周建豪、劉振邦、沈峻佑、馬睿翊、陳璿文、郭卉文 

休閒系(A隊)：張育愷、李柏揚、林威翰、李文豪、范澤楷、陳揚智、陳嘉謙、 

陳明心 

休閒系(B隊)：黃聖凱、張榮貴、曾昌德、謝汶峰、楊博翔、蔡菖紘、吳承祐、 

莊承翰、郭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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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參賽名單 

學生女生組 

 

女生組 100公尺 (9人) 

休閒一 A  林芝妤   造型一 A 蔡瑩蓉  造型一 A 蔡芳宜  造型二 A 何妮晏 

造型二 A 潘氏秋雲  造型二 A 王娟    造型二 A 周宏倢  消防二 B 陳怡君 

消防二 B 郭卉文 

 

女生組 200公尺 (3人) 

休閒一 A 林芝妤  造型一 A 蔡瑩蓉  消防二 B 郭卉文 

 

女生組 800公尺 (8人)   

休閒一 A 翁家蓁  休閒一 A 翁家柔  餐管一 C 蔡昱芸  餐管一 C 余家誼 

餐管一 C 唐玉慈  餐管一 C 江宜蓁  餐管一 C 林軒銣  應媒一 B 林怡霈 

 

女生組 1500公尺 (4人) 

休閒一 A 翁家蓁  休閒一 A 翁家柔  消防二 B 陳怡君  消防二 B 郭卉文 

 

女生組跳遠(9人) 

觀管二 A 林怡如  觀管二 A 林瓊瑋  觀管二 A 賴妍寧  造型一 A 蔡瑩蓉 

休閒三 A 徐雅晴  休閒三 A 陳貴孆  餐管二 A 許育靜  餐管二 A 古蕙榕 

餐管二 B 陳金琦 

 

女生組 4×100 公尺 (3隊)  

休閒一 A：林芝妤、翁家蓁、翁家柔、劉慧君 

龜兔賽跑：林怡如、林瓊瑋、賴妍寧、陳妍均 

貝貝專屬：楊雅婷、蔡瑩蓉、陳慧琳 

 

女生組壘球擲遠 (16人) 

休閒一 A 翁家蓁  休閒一 A 翁家柔  休閒一 A 林芝妤  造型一 A 楊雅婷 

休閒三 A 徐雅晴  休閒三 A 陳貴孆  休閒三 A 張易榕  休閒三 A 蔡鳳娟 

餐管二 A 許育靜  餐管二 A 古蕙榕  餐管二 B 陳金琦  消防二 B 陳怡君 

消防二 B 郭卉文  應媒一 B 林怡霈  應媒一 A 蔡雅君  餐管一 A 沈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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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女生組拔河(3隊) 

幼保系美女：温珮妤、謝育伶、王玉慧、鄭雯玲、洪妍蓁、張菱軒、林容秀、 

陳海鷹 

貝貝專屬：楊雅婷、陳慧琳、蔡瑩蓉、陳家柔、許毓蓁、陳琬瑜、陳姿妤、 

吳雨真、張雅茹、謝宜芳 

休閒系：翁家蓁、翁家柔、呂芸庭、徐雅晴、蔡鳳娟、張易榕、林姿綺、陳貴孆 

 

學生男女混合組 1,200公尺大隊接力(6隊) 

休閒一 A：侯普陌、李柏駿、李讚原、呂威志、王秉崧、謝閔祐、翁家蓁、翁家 

柔、林芝妤、劉慧君、香瀚林、朱一正 

消防一 A：黃冠穎、陳彥廷、黃士維、孫彥中、黃宥豪、陳威圻、梁迤捷、謝政 

翰、鄒盷軒、王白琴、王竹君、李卉姍 

遭嘎美丁美當：蔡昱芸、余家誼、陳彥羚、唐玉慈、蘇宥豪、邱駿驊、梁岦祐、 

王廷安、劉宏毅、何肇荃、陳東科、吳金達 

消防一 B：程勇順、董建鑫、周建源、曹宇棠、尤碩楷、賴育承、官宏樺、林志 

亮、李宜臻、王筱茜、吳姿瑩、楊雅婷、吳聖祥 

休閒系：廖淯祐、楊騰貴、林祐晟、張育愷、張榮貴、蔡柏川、曾昌德、楊博 

翔、蔡鳳娟、徐雅晴、張易榕、林姿綺 

不可思議：簡珮婷、吳芯瑜、鄭富元、李雅瑜、張可軒、歐泇妤、林芝妤、 

蔡承諺、紀鈞瑜、洪宗璘、趙品淯、賴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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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週年校慶運動會趣味競賽參賽名單 

學生及教職員組 
 

混合組-同心協力(4隊) 

貝貝專屬：葉雅如、尤家卉、林靖珊、黃麟茱、蘇秀珍、陳姵臻、王芝妍、 

張雅茹、許毓蓁、郭美貝 

柔道社：張世德、馬睿翊、郭卉文、陳怡君、劉振邦、陳璿文、沈峻佑、廖昌 

壕、周建豪、卓世鏞、黃玟盛、羅松永、黃佩雯、曾琨哲、余亭誼 

學務處(A隊)：林明輝、李珮緹、黃佩雯、余亭誼、許文馨、曾琨哲、陳宥輔、 

柯添裕、陳世紘、賴宏章 

學務處(B隊)：顏俊煒、曾映瑄、許景淳、唐睿檥、林子婷、蕭琇云、林慧慈、 

盧怡安、陳怡如、蘇裕凱 

 

混合組-坦克車大戰(5隊) 

野獸泰瑞：廖珮妤、陳逸姍、高巧蓁、江宜蓁、林軒銣、蘇宥豪、何肇荃、 

王柏元 

消防一 B：程勇順、吳姿瑩、李宜臻、王筱茜、黃建勛、林俞宏、蔡旻綺、 

尤碩楷、董建鑫、鄭翔予、賴育承、陳耀漢、郭美翎 

柔道社：張世德、馬睿翊、郭卉文、陳怡君、劉振邦、陳璿文、沈峻佑、廖昌 

壕、周建豪、卓世鏞、黃玟盛、羅松永、黃佩雯、曾琨哲、余亭誼 

學務處(A隊)：李珮緹、黃佩雯、余亭誼、許文馨、曾琨哲、陳宥輔、許貰淯、 

呂芸庭、柯添裕、陳世紘、賴宏章、顏俊煒 

學務處(B隊)：曾映瑄、許景淳、唐睿檥、林子婷、蕭琇云、林慧慈、盧怡安、 

陳怡如、蘇裕凱、黃俊凱、蔡逸縉、鄭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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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組-九宮格 (16隊) 

火星人：蕭淨鳳、劉雅倫、唐玉慈、蔡昱芸、陳彥羚、梁岦祐、廖茂霖、劉宏 

毅、吳依庭、林厤翊 

消防一 B(A隊)：李宜臻、吳姿瑩、吳聖祥、王筱茜、程勇順、林俞宏、蔡旻 

綺、曾泓維、邱品翔、陳耀漢、郭美翎 

消防一 B(B隊)：尤碩楷、鄭翔予、賴育承、董建鑫、林俞宏、蘇哲弘、陳柏 

丞、何大宇、林志亮、李建儀、陳耀漢 

聯合：曾懷萩、蔡宜美、麥培妹、蕭詠丰、黃竣清、蕭宏偉、羅國成、朱嘉德、 

譚仲明、郭彥宏 

圖書資訊處：李嘉芳、張榮順、許瑞楹、李國嘉、洪嘉彬、劉慶源、林錦珍、賴 

文柏、吳明霞、吳家輝 

造型二 A：陳盈秀、李之嫻、施紋欣、蕭琬臻、滕婉筑、吳婉綺、葉鎧瑜、蘇姿 

予、卓聖水、郭美貝 

呼啦：丁琬蓁、許書皓、張凱崴、周志豪、吳曜祖、李衍賢、凃昱、簡煜昌、蔡 

冠霆、廖冠翔 

早安咖啡：楊士億、盧育伶、廖皇奕、黃冠寓、周靈山、黃子軒、商誌勝、王崇 

羽、林彥騰、林家賢 

柔道社：張世德、馬睿翊、郭卉文、陳怡君、劉振邦、陳璿文、沈峻佑、廖昌 

壕、周建豪、卓世鏞、黃玟盛、羅松永、黃佩雯、曾琨哲、余亭誼 

餐管一 A：吳芯瑜、鄭富元、簡珮婷、李雅瑜、趙品淯、蔡承諺、賴冠廷、紀鈞 

瑜、洪宗璘、鄭凱翰 

長照一 A：劉浩宇、廉子駖、許芮蓁、莊宜蓁、朱翁怡庭、郭品嫻、葉馥瑄、 

范徽楷、賴家榞、蘇威榕 

餐管一 B：張可軒、歐泇妤、嚴健豪 

學務處(A隊) ：林明輝、黃佩雯、曾琨哲、許貰淯、呂芸庭、陳宥輔、陳世紘、 

賴宏章、顏俊煒、曾映瑄 

學務處(B隊) ：蕭琇云、林慧慈、盧怡安、陳怡如、蘇裕凱、黃俊凱、蔡逸縉、 

鄭嘉文、王麗敏、張巧侖 

呱呱：郭俊呈、陳玉芳、周珈斈、何玉琳、范玉美、陳欣筠、陳暐琪、許桂瑛、 

林雅閑、謝欣晏 

總務處：蕭坤江、陳秋婷、林佳儀、邱麟閔、李珮瑜、侯欣展、吳嘉恩、邱筑、 

林欣憲、郭柏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