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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體育競賽成績 

 

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拔 河 隊 

台北市中小學拔河錦標賽 

高中女子組 
94 年 第二名

台北市教育局 

全國體委盃拔河運動錦標賽 

大專女子組 

94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5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6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8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拔河運動錦標賽 

大專女子組 

95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7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8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9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體委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女子組 

95 年 第六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6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7 年 第六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9 年 第六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 

大專女乙組 

96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97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 

高女子乙組 

96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97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

錦標賽 

大專女子組 

97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98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全國拔河運動錦標賽 

公開女子組 

98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99 年 第七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教育部北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拔

河錦標賽大女乙組 

95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95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教育部北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拔

河錦標賽高女乙組 

95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95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八

人制室外拔河賽大女組 
96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 

大專女子甲組 
98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 

高女子甲組 
98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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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各級學校室

外拔河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98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室外拔河運動錦標賽 

公開女子組 
98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高中女子乙組 

100 年

度 
第一名 教育部 

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

賽高中女子乙組 
100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全國體委盃拔河錦標賽大專女生

組 
100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體委盃拔河錦標賽高中女生

組 
100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拔河錦標賽大專女生組  101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

賽 

教職員組 

101 年

度 
第二名 教育部 

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

賽 

大專女乙組 

101 年

度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體委盃拔河錦標賽 

大專女生組 
101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體委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女生組 
101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拔河錦標賽 

大專女生組 
102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賽 

大專女子乙組 
102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賽 

教職員組 
102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

大專女子組 
102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

大專男子組 
102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

大專混合組 
102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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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

教職員工混合組 
102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競 技 啦 啦 隊 

台北市啦啦隊錦標賽 

高中女子組 

96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98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台北市啦啦隊錦標賽 

社會女子組 

95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97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98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大專女子舞伴技巧組 
95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大專全女組 

95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6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7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社會 

女子舞伴特技組 
97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新光人壽全國啦啦隊佰萬大獎賽 

舞伴特技組大女組 
95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團體全女

組 
100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中華民國精彩 100 啦啦隊錦標賽公

開女子組 
100 年 第一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精彩 100 啦啦隊錦標賽公

開女子組 
100 年 第二名 台北市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女子組 100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公開女子組 100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組公

開女子組 
100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組公

開女子組 
100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組高

中女子組 
100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競技啦啦隊女生組 
101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全能女生 5 人乙組 
101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34 

 

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競技啦啦隊技巧高中女生組 
101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競技啦啦隊技巧高中女生組 
101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競技啦啦隊技巧高中女生組 
101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競技啦啦隊技巧公開女生組 
101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女生組 102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團體女子

組 
102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高中團體女子

組 
102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高中女子技巧

小組 
102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公開女子技巧

小組 
102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女生

團體組 
103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一般

女生 5 人組 
103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公開

女生 5 人組 
103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公開女子

組 
103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高中女子

組 
103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高中女子

組 
103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高中女子

組 
103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女生團體組 
104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一般女生五人組 
104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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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公開女生五人組 
104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四人技巧(單)組公開女子組 
104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四人技巧(單)組高中女子組 
104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公開女生五人組 
105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一般女生五人組 
105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5 年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公開

女子組 
105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105 年全國啦啦隊錦標賽高中團體

女子組 
105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 學年度啦

啦隊錦標賽公開女生 5 人組 
105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6 年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女子

技巧小組 
106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學年度啦

啦隊錦標賽一般女生 5 人組 
107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2018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嘻哈團體小組大專組-第一名 
107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7 學年度啦

啦隊錦標賽啦啦舞-一般嘻哈雙人

組 

108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2019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舞蹈啦啦隊嘻哈雙人大專組 
108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2019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舞蹈啦啦隊嘻哈雙人公開組 
108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籃球隊 

第二屆中山盃籃球錦標賽 

社會女子組(3 對 3) 
97 年 第二名 台北市體育協會 

北護盃護理公開籃球邀請賽女子

組 
101 年 第二名  

北護護理籃球公開邀請賽 

女子組 
102 年 第一名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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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北區護理系籃球邀請賽 

女子組 
102 年 第二名  

全國大護盃籃球錦標賽 103 年 第三名  

北區護理籃球錦標賽女子組 103 年 第一名  

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女子籃球 
103 年 第一名

元培科技大學 

CSL FINALs 2015 年終賽 

排球女子組 
104 年 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運動系際聯

盟 

2016 第九屆大妝盃 

排球女子組 
105 年 第四名 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女子籃球 
105 年 第一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男子三分球 
105 年 第一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5 北區護理籃球公開邀請賽 105 年 第一名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三分球比賽 
106 年 第二名 中臺科技大學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男子

三分球比賽 
106 年 第一名 中臺科技大學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組籃球比賽 
106 年 第一名 中臺科技大學 

2017 第二十八屆全國大護盃女子

籃球賽 
106 年 第三名

台灣護理學生學術聯合交流協

會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組籃球比賽 
107 年 第一名 大葉大學視光學系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男子

組籃球比賽 
107 年 第二名 大葉大學視光學系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三分球比賽 
107 年 第一名 大葉大學視光學系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男子

三分球比賽 
107 年 第二名 大葉大學視光學系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籃球 
108 年 第一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排 球  

臺北市中正盃排球錦標賽青年女

子 
100 年 第四名 台北市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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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大護盃排球錦標賽 103 年 第二名
台灣護理學生學術聯合交流協

會 

排球運動聯賽挑戰盃錦標賽女子

組 
103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全國大護盃排球錦標賽 104 年 第一名
台灣護理學生學術聯合交流協

會 

第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男子排球  
104 年 第三名 中山醫學大學 

第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女子排球  
104 年 第三名 中山醫學大學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女子排球 
105 年 第二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男子排球 
105 年 第三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6 年度北護護理排球公開聯誼邀

請賽女子組 
106 年 第一名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全國系際冠軍

盃排球錦標賽北區分區排名賽女

子組  

106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全國系際冠軍

盃排球錦標賽全國決賽女子組 
106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第 29 屆全國大護盃女子排球賽 107 年 第二名 國立成功大學護理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全國系際冠軍

盃排球錦標賽北區分區排名賽女

子組  

107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全國系際冠軍

盃排球錦標賽全國決賽女子組 
107 年 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排球 
108 年 第一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全國系際冠軍

盃排球錦標賽全國決賽女子組 
108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桌球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組桌球比賽 
106 年 第三名 中臺科技大學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羽球

比賽 
107 年 第二名 大葉大學視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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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桌球 
108 年 第二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女子

桌球 
108 年 第三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趣味競賽 

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趣味競賽—吹的三次方 
103 年 第一名 元培科技大學 

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大隊接力 
103 年 第一名

元培科技大學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趣味競賽 
105 年 第二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第六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  

桌球 
105 年 第二名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大隊

接力 
106 年 第一名 中臺科技大學 

槌球    

青年盃全國槌球錦標賽初學組 101 年 第三名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新北市樹林區體育會理事長盃槌

球邀請賽社會組 
101 年 第二名 新北市槌球協會 

青年盃全國槌球錦標賽初學青年

組 
102 年 第一名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游泳隊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組 2 男 2 女混合 200 公

尺混合式接力 
106 年 第二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個人 

全國大專校院羽球錦標賽 

個人雙打(廖芷嫺、廖玟婷) 
95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羽球 

個人雙打(廖芷嫺、廖玟婷) 

95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96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羽球錦標賽 

個人單打(廖玟婷) 
95 年 第七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羽球 

個人單打(廖玟婷) 

95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96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羽球錦標賽 

個人單打(廖芷嫺) 
95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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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羽球北區錦

標賽個人單打(廖芷嫺) 

97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98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羽球個人單

打 

(廖芷嫺) 

95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96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女乙組 200 公尺徑賽(李侑璉) 
96 年 第八名 教育部 

臺北市北投區運動會 

游泳錦標賽捷泳 50 公尺(林雅弦) 
96 年 第一名 台北市政府 

臺北市北投區運動會游泳錦標賽 

蛙泳 50 公尺(林雅弦) 
96 年 第一名 台北市政府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游泳北區錦

標賽 1500 公尺自由式(林雅弦) 
97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游泳北區錦

標賽 400 公尺自由式(林雅弦) 
97 年 第七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北區游泳錦

標賽 800 公尺自由式(林雅弦) 
98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1500 公尺自由式(林雅弦) 
97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400 公尺自由式(林雅弦) 
97 年 第七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400 公尺自由

式(林雅弦) 
98 年 第八名 教育部 

聖約翰盃跆拳錦標賽 

鰭量級(何紀瑾) 
97 年 第二名

聖約翰科技大學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跆拳道 

鰭量級(何紀瑾) 
97 年 第六名

教育部 

聖約翰盃跆拳錦標賽 

羽量級(風亞萱) 
97 年 第二名

聖約翰科技大學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跆拳道 

雛量級(風亞萱) 
97 年 第七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北區游泳錦

標賽 1500 公尺自由式(侯建智) 
98 年 第八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桌球北區錦

標賽個人單打賽(張育瑄) 
99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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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桌球北區錦

標賽個人單打賽(張育瑄) 
100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北區錦

標賽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  (張育

瑄) 

101 年 第八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錦標賽

一般女生組個人(程怡惠) 
101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台北市青年盃國術錦標賽短兵社

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一名 中華武術總會 

台北市青年盃國術錦標賽長兵社

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一名 中華武術總會 

台北市青年盃國術錦標賽北拳社

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三名 中華武術總會 

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短兵 

社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二名 中華武術總會 

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長兵 

社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二名 中華武術總會 

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北拳 

社會女子組(許庭瑜) 
101 年 第二名 中華武術總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錦標賽

一般女子組第五級(程怡惠) 
102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競技疊盃夏季公開賽個人 CYCLE 

13-18 歲女子組(王湘瑄) 
102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

會 

打造運動島~龍泉盃全國跆拳道錦

標賽高中大專社會男子組六級組

(林基業) 

102 年 第一名 嘉義縣政府 

打造運動島~龍泉盃全國跆拳道錦

標賽高中大專男子色帶組 63kg 級

(林基業) 

102 年 第二名 嘉義縣政府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賽男子

組挑戰級蛙式 100M(黃品文) 
102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賽男子

組挑戰級蛙式 50M(黃品文) 
102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102 年台北市中正盃溜冰錦標賽 

直排輪曲棍球公開組(張翰元) 

 

103 年 第一名 台北市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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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賽 

男子組 15~17 歲級數 50m 蛙式(閻

志帆) 

103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賽 

男子組 15~17 歲級數 50m 蝶式(閻

志帆) 

103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台北市學生舞蹈比賽(張恒綿) 103 年
北區 

甲等 
台北市教育局 

第 36 屆中正盃全國溜冰錦標賽 

(黃敏娟) 
103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

標賽北區混合雙打賽(黃適恩.葉心

渝) 

104 年 第五名 教育部 

2015 年亞洲女子冰球挑戰賽中華

台北國家代表隊(黃敏娟) 
104 年 第一名 2015 年主辦國：中華台北 

104 年第十二屆總統盃全國溜冰錦

標賽(黃敏娟) 
104 年 第二名 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104 年全國愛銳盃游泳錦標賽競賽

25 公尺蛙式(閻志帆) 
104 年 第二名 愛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全國愛銳盃游泳錦標賽競賽

25 公尺蝶式(閻志帆) 
104 年 第二名 愛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全國愛銳盃游泳錦標賽競賽

50 公尺自由式(閻志帆) 
104 年 第八名 愛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錦

標賽女子組 50M 仰式(吳睿真) 
104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2015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錦

標賽女子組 50M 蝶式(吳睿真) 
104 年 第三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2015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錦

標賽男子組 50M 捷式(閻志帆) 
104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2015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月游泳錦

標賽男子組 50M 蝶式(閻志帆) 
104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50m

蝶式(閻志帆) 
105 年 第二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100m 仰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一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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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年度 獎項 主辦單位 

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200m 混合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二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游泳項目一

般女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游泳項目一

般女子組 20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游泳項目一

般女子組 400 公尺混合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2016 第 13 屆全國青少年游泳暨水

球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吳睿真) 

105 年 第三名 高雄市體育會 

2016 第 13 屆全國青少年游泳暨水

球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吳睿真) 

105 年 第四名 高雄市體育會 

2016 第 13 屆全國青少年游泳暨水

球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吳睿真) 

105 年 第五名 高雄市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5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10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5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50

公尺捷式(林子超) 
105 年 第四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林子超) 
105 年 第五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閻志帆) 
105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50

公尺捷式(閻志帆) 
105 年 第二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100 公尺蝶式(賴予婕) 
105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5 年北投盃游泳錦標賽女子組 50

公尺蛙式(賴予婕) 
105 年 第三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2017 全國青少年游泳錦標賽高中

女子組 10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6 年 第三名 高雄市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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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國青少年游泳錦標賽高中

女子組 20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6 年 第四名 高雄市體育會 

2017 全國青少年游泳錦標賽高中

女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吳睿真) 
106 年 第三名 高雄市體育會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閻

志帆) 

106 年 第一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林子超) 

106 年 第七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閻志帆) 

106 年 第八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女子組 50 公尺蛙式(賴

予婕) 

106 年 第一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女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吳睿真) 

106 年 第一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女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吳睿真) 

106 年 第二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林子超) 

106 年 第六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第十屆華江世清盃游泳錦標

賽大專以上女子組 100 公尺蛙式

(賴予婕) 

106 年 第二名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女生

組 200 公尺仰式(吳睿真) 
106 年 第二名 教育部 

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女生

組 200 公尺自由式(吳睿真) 
106 年 第四名 教育部 

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女生

組 200 公尺混合式(吳睿真) 
106 年 第一名 教育部 

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羽球北區

錦標賽一般女生組個人賽雙打(陳

宣蓉、魏子淯) 

106 年 第三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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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羽球一般

女生組雙打賽(陳宣蓉、魏子淯)  
106 年 第七名 教育部 

106 北投盃游泳錦標賽 50m 仰式

(閻志帆) 
106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6 北投盃游泳錦標賽 50m 捷式

(閻志帆) 
106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2017 世界盃女子青年組直排輪曲

棍球錦標賽 
106 年

團體競賽

第一名
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107 第 11 屆華江世青盃 50 公尺蛙

式(賴予婕) 
107 年 第一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107 第 11 屆華江世青盃 50 公尺蝶

式(賴予婕) 
107 年 第四名 台北市北投區體育會 

第 29 屆全國大學護理系盃女子羽

球單人賽(陳宣蓉) 
107 年 第二名 國立成功大學護理學系 

2018 世界盃女子青年組直排輪曲

棍球錦標賽 
107 年

團體競賽

第二名
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2018INLINE HOCKEY WORLD 

CHAMPIONSHIPS 
107 年

團體競賽

第三名
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2018 愛浪新運盃學生游泳錦標賽-

17歲以上女子組 50m蝶式(賴予婕)
107 年 第五名

愛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莊

國民運動中心 

2018 愛浪新運盃學生游泳錦標賽-

17 歲以上女子組 50m 自由式(賴予

婕) 

107 年 第六名
愛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莊

國民運動中心 

2018 愛浪新運盃學生游泳錦標賽-

17歲以上女子組 50m蛙式(賴予婕)
107 年 第三名

愛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莊

國民運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