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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會  長 

黃 肇 瑞 

 

副 會 長 

王  學  亮 

 

顧  問 

王俊順 王宗櫚  王惠森 王秀芬  白秀華 吳松茂 

吳行浩 林東毅  胡裕民 俞淑惠 施明昌 袁  菁 

翁銘章 張麗卿 陳振華 陳文生 張永明 陳昭偉 

陳詢榮 陳正根 陳志文 張志向 游森棚  童士恒 

馮世維  葉文冠 楊鈞池  楊雅博 楊新章 溫秋明 

楊戊龍 潘欣泰 蔡振章 劉安平 蔡穎義 鄭義暉 

賴怡秀  藍文厚  顏淑娟  蘇桓彥 嚴力行  

※以姓氏筆劃為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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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大會工作人員 

 

總 幹 事 ： 孫美蓮 

接 待 組 ： 簡美姿、孫瑜謙 

競 賽 組 ： 林文俊、劉世仁 

裁 判 組 ： 宋洪經 

獎 品 組 ： 張君菱 

典 禮 組 ： 趙台雄、王美玲、陸仕原、李玄健、黃嘉宏 

安 全 組 ： 黃衛國 

服 務 組 ： 王士仁 

醫 務 組 ： 許聖章、蘇淑芬 

總紀錄組  ： 鄭義勳 

場地器材組 ： 傅曉菁 

行 政 組 ： 賴彥鈞 

總 務 組 ： 賴彥鈞(兼) 

資 訊 組 ： 賴彥鈞(兼) 

公 關 組 ： 林師平、鄭為松 

攝 影 組 ： 顏澤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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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大會裁判員 

審 判 員 ：蔡清波、林文展、張永明 

會 場 管 理 ：孫美蓮 

田 徑 裁 判 長 ：宋洪經 

跳 部 裁 判 ：葉天相、學生 3 名 

擲 部 裁 判 ：蔡義川、黃櫻蔚、學生 3 名 

發 令 ：蔡淇傳、施長和、學生 2 名 

終 點 主 任 ：林文俊 

終 點 裁 判 ：林文俊、學生 8 名 

終 點 紀 錄 ：學生 2 名 

計 時 主 任 ：宋洪經 

計 時 裁 判 ：宋洪經、林文俊、蔡春福、施長和、李坤哲、學生 4 名 

檢 查 主 任 ：黃郁玲 

檢 查 員 ：學生 4 名 

檢 錄 主 任 ：高群超 

檢 錄 員 ：學生 4 名 

記 錄 主 任 ：周月霞、學生 4 名 

記 錄 員 ：鄭義勳、學生 6 名 

啦 啦 隊 評 審 委 員 ：丁麗芬、許秀桃、蔡碧女、張錦嫻、黃羽淳 

趣 味 競 賽 裁 判 長 ：林文俊 

裁 判 
：宋洪經、施長和、高群超、黃郁玲、蔡春福、葉天相、  

  楊明利、張瑞良、李坤哲、周月霞 

趣味競發令賽裁判 ：蔡淇傳 

精神總錦標評審委員 ：陳昭偉、曾榮豐、蘇永銘、許美娟、王秀芬 

舉 旗 ：廖偉翔、黃松儒、唐崇閔、郭財福、簡笙原、柯俊宇 

升 旗 ：黃品文、邱政棋 

司 儀 ：邵穩財、朱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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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年全校運動會 

開幕典禮程序 
 

時間：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正 地點：田  徑  場 
 

一、  典禮開始（奏樂） 

    二、  主席就位 

    三、  運動員進場 

    四、  會旗進場 

    五、  鳴  炮 

    六、  全體肅立 

    七、  升大會會旗（奏會歌） 

    八、  唱 國 歌 

    九、  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最敬禮 

    十、  主席致詞 

    十一、貴賓致詞 

    十二、致贈感謝牌 

    十三、運動員代表宣誓 

    十四、聖火進場 

十五、禮  成 

十六、表演節目： 

1. 大會舞 

2. 流行樂團表演 

3. 魅力四射 

4. 祥獅獻瑞 

閉幕典禮程序 
    時間：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五時    地點：洪四川運動廣場 

  

     一、典禮開始（奏樂） 

    二、主席致詞 

    三、貴賓致詞 

    四、頒  獎 

    五、禮  成（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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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運動員宣誓誓詞 

 

  余謹代表全體運動員，誓以至誠，參加

2013 年全校運動會，願發揮運動精神，恪遵

大會規章，並服從裁判之判決。 

 

 

 

 

宣誓代表 運動競技學系 

林 以 哲 謹誓 

2013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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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順序 

一、教職員工代表 

二、管理學院 

       1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2 應用經濟學系 

3 資訊管理學系 

4 金融管理學系 

三、人文社會科學院 

1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2 東亞語文學系 

3 運動競技學系 

4 西洋語文學系 

5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四、理學院 

1 應用物理學系 

2 應用數學系 

3 生命科學系 

4 應用化學系 

五、法學院 

1 法律學系 

2 財經法律學系 

3 政治法律學系 

六、工學院 

1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2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3 電機工程學系 

4 資訊工程學系              ※各系進場順序經由系代表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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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競賽隊伍出場順序 

1.金融管理學系 

2.法律學系 

3.電機工程學系 

4.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5.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6.財經法律學系 

7.資訊工程學系 

8.西洋語文學系 

9.應用物理學系 

10.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11.資訊管理學系 

12.政治法律學系 

13.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14.生命科學系 

15.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16.應用經濟學系 

17.應用化學系 

18.東亞語文學系 

 

※ 各系比賽順序經由系代表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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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開閉幕典禮須知 

 

一、出場人員：參加比賽之教職員工、各系所男女運動員。 

二、開幕典禮：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7 時 30 分於田徑

場中央各單位牌後之位置集合，俟排定典禮順序及

位置後，由大會人員引導至預備區等候，8 時 30

分典禮正式開始。 

三、閉幕典禮：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舉行，各系按

開幕典禮之位置於洪四川運動廣場中央集合。 

四、出場隊形：各單位進場成五路縱隊，順序依院牌→院長→系

牌→系旗→系主任→各系老師→系學會會長→啦

啦隊選手→運動員(高前矮後之隊型繞場)。 

五、進場順序：1.教職員工代表→【管理學院】2.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3.應用經濟學系→4 資訊管理學系→5.金融管理學

系→【人文社會科學院】6.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7.

東亞語文學系→8.運動競技學系→9.西洋語文學系

→10.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理學院】11.應用物理

學系→12.應用數學系→13.生命科學系→14.應用化

學系→【法學院】15.法律學系→16.財經法律學系→

17.政治法律學系→【工學院】18.化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系→19.土木環境與工程學系→20.電機工程學系

→21資訊工程學系→22.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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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動員宣誓：宣誓代表跑至司令臺前，發口令全體同學立正，

並令旗隊出列至宣誓代表後面排成一列，依代表

口令敬禮；各系系旗前傾 45 度，宣誓同學向後

轉向司令台，舉右臂朗讀誓詞，宣誓畢，向後轉

向，令旗隊入列、全體同學稍息。 

七、注意事項： 

（一）行進間，系與系距離五步，牌、旗、領隊、會長各距

離 2 公尺，縱隊間距 1 公尺。 

（二）通過司令臺第一標示點，系學會會長發「向右看」口

令，行舉手禮，系旗向前傾 45 度，至第二標示點，會

長發「向前看」，手放下，系旗還原，隊伍繼續前進。 

八、運動員退場：依單位牌指引，跑步離場至運動員休息區。 

九、頒   獎：獲獎者由頒獎臺右側上臺領獎，頒獎前由第一名發

「敬禮」口令，行舉手禮；頒獎後亦由第一名發「禮

畢」口令，並由頒獎臺左邊下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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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運動員須知 

 

一、各單位運動員均應參加開閉幕典禮。 

二、各單位之運動服裝可自行規定，請務必整齊劃一。 

三、各項運動比賽時間在秩序冊內有明確規定，若大會因故

臨時更改比賽時間，則以報告員報告為準。 

四、團體項目統一在閉幕典禮時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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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各項比賽程序時間表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下 午 地點：田徑場 

1. 100 公尺男生組預賽 ----------------------------------------------- 14：00 

2. 100 公尺女生組預賽 ----------------------------------------------- 14：10 

3. 800 公尺男生組(計時決賽) --------------------------------------- 14：20 

4. 800 公尺教職員工男子組(計時決賽) --------------------------- 14：30 

5. 800 公尺女生組(計時決賽) --------------------------------------- 14：40 

6. 800 公尺教職員工女子組(計時決賽) --------------------------- 14：50 

7. 200 公尺男生組(計時決賽) --------------------------------------- 15：00 

8. 200 公尺教職員工男子組(計時決賽) --------------------------- 15：10 

9. 200 公尺女生組(計時決賽) --------------------------------------- 15：20 

10. 200 公尺教職員工女子組(計時決賽) --------------------------- 15：30 

11. 1500 公尺男生組(計時決賽) -------------------------------------- 15：50 

12. 1500 公尺教職員工男子組(計時決賽) -------------------------- 16：00 

13. 1500 公尺女生組(計時決賽) -------------------------------------- 16：15 

14. 1500 公尺教職員工女子組(計時決賽) -------------------------- 16：30 

15. 4×100 公尺接力賽男生組(計時決賽) --------------------------- 16：45 

16. 4×100 公尺接力賽女生組(計時決賽) --------------------------- 16：55 

17. 4×100 公尺接力賽教職員工組(計時決賽) ---------------------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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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各項比賽程序時間表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上 午 地點：田徑場 

1. 開幕典禮 -------------------------------------------------------------- 08：30 

2. 大會舞 ----------------------------------------------------------------- 09：20 

3. 運動員退場 ----------------------------------------------------------- 09：25 

4. 表演節目(流行樂團表演、魅力四射、祥獅獻瑞) ------------ 09：30 

5. 大隊接力賽(計時決賽) --------------------------------------------- 09：50 

6. 女生組鉛球 ----------------------------------------------------------- 10：30 

7. 教職員工女子組鉛球 ----------------------------------------------- 10：30 

8. 女生組跳遠 ----------------------------------------------------------- 10：40 

9. 教職員工女子組跳遠 ----------------------------------------------- 10：40 

10. 男生組 100 公尺決賽 ----------------------------------------------- 10：40 

11. 教職員工男子組 100 公尺(計時決賽) --------------------------- 10：50 

12. 男生組鉛球 ----------------------------------------------------------- 11：00 

13. 教職員工男子組鉛球 ----------------------------------------------- 11：00 

14. 女生組 100 公尺決賽 ----------------------------------------------- 11：10 

15. 教職員工女子組 100 公尺(計時決賽) --------------------------- 11：10 

16. 男生組跳遠 ----------------------------------------------------------- 11：20 

17.  教職員工男子組跳遠 ----------------------------------------------- 11：20 

18. 400 公尺教職員工男子組(計時決賽) ---------------------------- 11：20 

19. 400 公尺教職員工女子組(計時決賽) ---------------------------- 11：30 

20. 400 公尺男生組(計時決賽) ---------------------------------------- 11：40 

21. 400 公尺女生組(計時決賽) ---------------------------------------- 11：50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下 午 地點：洪四川運動廣場 

1. 表演節目(旗舞飛揚) ------------------------------------------------ 13：00 

2. 創意啦啦隊比賽 ----------------------------------------------------- 13：20 

3. 學生組趣味競賽(1) －時代巨輪 --------------------------------- 15：20 

4. 學生組趣味競賽(2) －網住龍珠 --------------------------------- 15：40 

5. 學生組趣味競賽(3) －投籃大賽 --------------------------------- 16：00 

6.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1) －網住龍珠 ------------------------------ 16：20 

7.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2) －投籃大賽 ------------------------------ 16：30 

8. 拔河決賽 -------------------------------------------------------------- 16：40 

9. 閉幕頒獎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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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田徑錦標賽運動員姓名號碼對照表 

一、 教職員工組 

 男子組 

007 黃錦輝 019 郭錕霖 022 黃文璋 049 黃士峰 

050 游森棚 053 施信宏 055 郭岳承 056 鄭斯恩 

057 劉欽岳 058 吳坤峰 143 趙台雄 144 陸仕原 

145 李玄建 701 黃嘉宏 702 董建弘  703 鄭義暉 

704林佑民 705王順生 706傳格倫 707吳立藩 

 女子組  

  005 張惠蘭 006 黃玉露 007 蔡佩玥 014 莊瑋琪 

015 黃雅梅 017 曾郁茹 018 王羿婷 019 何若菱 

020 趙芹慧 022 吳雅文   

二、 財經法律學系 

 男生組 

  708 劉志軒 709 陳彥翰 710 黃俊嘉 711 蔡昀荃 

   712 何宗翰 713 黃佑強 714 黃國愷 715 陳彥翰 

   716 范凱觀    

    

 女生組 

   201 吳  姮 202 林淯茹 203 范湘琳 204 曾艾薇 

  205 潘玉婷 206 詹庭瑋 207 林于筑 208 范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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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律學系 

717 鐘易昇 718 鐘子毅 719 沈杰修 720 楊梓敬 

721 曾仲瑜 722 蔡豐輿   

 女生組 

四、 政治法律學系 

 男生組 

 723 溫唯辰    724 林聖堯 725 黃睦棨 726 陳利瑋 

  727 徐逸仙    728 吳彥儒   

 女生組 

212 李旻宜    

   

 

五、 金融管理學系 

 男生組 

 729 李得向  730 余景皓  731 錢致宇 732 賴威宇 

 733 洪唐瑋  734 賴韋霖  735 莊恩祈 736 林詠軒 

    

六、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男生組 

737 鄭育翔    

 

 女生組 

255 林裘婷 

209 林諼 210 曾雅筑 211 謝文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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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訊管理學系 

 女生組 

 

八、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男生組 

 女生組 

九、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男生組 

740 林友志 741 陳彥霖 742 邱苡棠 743 柳郁禎 

744 黃靖淵 745 蘇韋菘 746 高錕琪 747 洪健耀 

748 陳俊宏 749 賴名園 750 蘇元岑 751 張弘達 

752 楊景旭 753 陳  約 754 黃識軒 755 童鈺成 

 女生組 

218 江惠芳    

    

十、 資訊工程學系 

 男生組 

756 翁菘豪 757 吳政憲 758 李坤晏 759 林柏宏 

 

213 陳怡文  214 方奕晴 215 葉乃瑜 216 石芸萱 

738 楊世棋 739 陳勇亲   

217 溫勖惠    

    



 16 

十一、 電機工程學系 

 男生組 

760 劉益暢    

 女生組 

  219 王新景       220 陳彥馨     221 陳孟萱      222 邱怡菁 

  

十二、 生命科學系 

 男生組 

761 王政炘 762 陳致宇 763 王琮仁 764 吳岳峻 

765 吳冠廷 766 王耀霆 767 謝其展  

 女生組 

223 李姿瑩 224 羅安岑 225 陳怡婷 226 謝仲雅 

227 陳佩姍 228 王意婷   

十三、 應用物理學系 

 男生組 

768 張哲嘉 769 顏志達 770 李汶政 771 吳明倫 

772 康敬亞 773 吳承祐   

 

十四、 應用化學系 

 男生組 

774 趙建勳 775 魏宏昌 776 曾耀正 777 黃信智 

778 黃信智 779 陳思宇 780 李宗育 781 林鈺祥 

782 蔡宜璋 783 林宇弘 784 揚  軒 785 張偉傑 

786 康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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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組 

229 蔡玗庭 230 梁惠楨 231 盧盈如 232 王美珠 

 

十五、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男生組 

787 袁世鋼 788 王連生 789 黃炳彰 790 吳哲宇 

791 蔡建棠 792 歐謙儁   

 女生組 

233 黃小慧 234 李韋霆 235 羅茗薇 254 陳思涵 

    

十六、 東亞語文學系 

 男生組 

793 蔡常運 794 林人煒   

 女生組 

236 吳佩珊    

 

十七、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男生組 

795 翁嘉佑 796 吳彥璋   

 女生組 

237 張博雅 238 曾 晴 239 楊雨璇 240 蘇毓雯 

241 周雅平  242 胡雅婷 243 郭采靈 244 卓佳賢 

245 葉千慈  246 莊映萱 247 江文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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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運動競技學系 

 男生組 

797 林兆薰 798 邱政棋 799 黃品皓 800 林晏合 

801 汪子翔 802 郭財福 803 唐崇閔 804 廖偉翔 

805 黃松儒 806 侯展承   

        

 女生組 

248 向韋婷 249 劉宛蓁 250 黃馨誼 251 黃婷翊 

  252 謝旻雅 253 石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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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田賽編配表 － 男生組 

 

一、 男生組鉛球  3/23 上午 11：00，共 15 人。 

762 陳致宇(生科) 715 陳彥翰(財法) 741 陳彥霖(化材) 

745 蘇韋菘(化材) 731 錢致宇(金管) 732 賴威宇(金管) 

774 趙建勳(應化) 779 陳思宇(應化)  789 黃炳彰(運健休) 

724 林聖堯(政法) 726 陳利瑋(政法) 728 吳彥儒(政法) 

802 郭財福(運技) 803 唐崇閔(運技) 740 林友志(化材) 

 

二、 男生組跳遠  3/23 上午 11：20，共 11 人。 

763 王琮仁(生科) 738 楊世棋(土環) 721 曾仲瑜(法律) 

768 張哲嘉(應物) 725 黃睦棨(政法) 760 劉益暢(電機) 

795 翁嘉佑(創建) 804 廖偉翔(運技) 777 黃信智(應化) 

780 李宗育(應化) 760 劉益暢(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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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徑賽編配表 － 男生組 

 

一、 男生組 100 公尺（預賽）3/22下午02：00，共13人，分2組。 

※取成績最優 8 名進入決賽 3/23上午10：40。 

 第一組 

768 張哲嘉(應物) 797 林兆薰(運技) 

 787 袁世鋼(運健休) 729 李得向(金管) 

746 高錕琪(化材) 713 黃佑強(財法) 

723 溫唯辰(政法)  

 

 第二組 

   737 鄭育翔(亞太) 798 邱政棋(運技) 

776 曾耀正(應化) 780 李宗育(應化) 

757 吳政憲(資工) 721 曾仲瑜(法律) 

 

二、 男生組 200 公尺（計時決賽）3/22 下午 03：00，共11人，分2組。 

 第一組 

712 何宗翰(財法) 743 柳郁禎(化材) 

722 蔡豐輿(法律) 771 吳明倫(應物) 

796 吳彥璋(創建) 799 黃品皓(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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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798 邱政棋(運技) 723 溫唯辰(政法) 

793 蔡常運(東語) 777 黃信智(應化) 

756 翁菘豪(資工)  

 

 

三、 男生組 400 公尺（計時決賽）3/23上午11：40，共9人，分2組。 

 第一組 

769 顏志達(應物) 781 林鈺祥(應化) 

708 劉志軒(財法) 725 黃睦棨(政法) 

   760 劉益暢(電機)  

 

 第二組 

727 徐逸仙(政法) 799 黃品皓(運技) 

775 魏宏昌(應化)  

756 翁菘豪(資工)  

 

四、 男生組 8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4：20，共8人，分1組。 

 第一組 

708 劉志軒(財法) 740 林友志(化材) 

742 邱苡棠(化材) 744 黃靖淵(化材) 

788 王連生(運健休) 800 林晏合(運技) 

782 蔡宜璋(應化) 720 楊梓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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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男生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5：50，共12人，分1組。 

770 李汶政(應物) 794 林人煒(東語) 

730 余景皓(金管) 747 洪健耀(化材) 

742 邱苡棠(化材) 711 蔡昀荃(財法) 

710 黃俊嘉(財法) 739 陳勇亲(土環) 

761 王政炘(生科) 800 林晏合(運技) 

801 汪子翔(運技) 782 蔡宜璋(應化) 

  

六、 男生組 4×100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45，共10隊，分2組。 

請於下午16：15檢錄時抽比賽道次 

 第一組 

 財法系 

711 蔡昀荃 714 黃國愷 715 陳彥翰 716 范凱觀 

 金管系 

733 洪堂瑋 734賴韋霖 735 莊恩祈 736 林詠軒 

 應化系 

783 林宇弘 784 揚軒 785 張偉榤 786 康家豪 

 法律系 

718 鍾子毅  717 鍾易昇  722 蔡豐輿 719 沈杰修 

 化材系 

752 楊景旭 753 陳約 754 黃識軒 755 童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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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運技系 

798 邱政棋 805 黃松儒 806 侯展承 799 黃品皓 

 

 生科系 

766 王耀霆 767 謝其展 764 吳岳峻 765 吳冠廷 

 資工系 

        757 吳政憲  758 李坤晏   759 林柏宏   756 翁菘豪 

 應物系 

771 吳明倫 769 顏志達 772 康敬亞 773 吳承祐 

 運健休系 

790 吳哲宇 787 袁世鋼 791 蔡建棠 792 歐謙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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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田賽編配表 － 女生組 

 

一、 女生組鉛球  3/23 上午 10：20，共 8 人。 

   224 羅安岑(生科) 217 溫勖惠(土環) 239 楊雨璇(創建) 

   240 蘇毓雯(創建) 

   236 吳佩珊(東語) 

248 向韋婷(運技) 

234 李韋霆(運健休) 

249 劉宛蓁(運技) 

 

二、 女生組跳遠  3/23 上午 11：30，共 10 人。 

   254 陳思涵(運健休) 225 陳怡婷(生科) 237 張博雅(創建) 

   238 曾晴(創建) 

   212 李旻宜(政法) 

   255 林裘婷(亞太) 

250 黃馨誼(運技) 

223 李姿瑩(生科) 

251 黃婷翊(運技) 

255 林裘婷(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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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徑賽編配表 － 女生組 

 

一、 女生組 100 公尺（決賽）3/23上午11：10，共8人，分1組。 

205 潘玉婷(財法) 201 吳  姮(財法) 

233 黃小慧(運健休) 235 羅茗薇(運健休) 

255 林裘婷(亞太) 

237 張博雅(創建) 

212 李旻宜(政法) 

210 曾雅筠(法律) 

 

二、 女生組 2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5：20，共4人，分1組。 

204 曾艾薇(財法) 209 林諼(法律) 

235 羅茗薇(運健休)  233 黃小慧(運健休) 

三、 女生組 400 公尺（計時決賽）3/23上午11：50，共2人，分1組。 

218 江惠芳(化材) 201 吳  姮(財法) 

四、 女生組 8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4：40，共4人，分1組。 

208 范湘琳(財法) 218江惠芳(化材) 

252 謝旻雅(運技) 211 謝文雪(法律) 

五、 女生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15，共2人，分1組。 

 234 李韋霆(運健休) 

252 謝旻雅(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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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女生組 4×100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55，共7隊，分2組。 

 第一組 

 財法系 

206 詹庭瑋 207 林于筑 202 林淯茹 208 范湘琳 

 創建系 

       245葉千慈     238曾晴       246莊映萱     247江文姿 

 電機系 

      219王新景     220陳彥馨     221陳孟萱     222邱怡菁 

 第二組 

 運技系 

250黃馨誼     249劉宛蓁     253石欣瑜     248向韋婷 

 資管系 

213 陳怡文  214 方奕晴  215 葉乃瑜  216 石芸萱 

 應化系 

       229 蔡玗庭     230 梁惠楨     231 盧盈如    232 王美珠 

 生科系 

226 謝仲雅 223 李姿瑩 227 陳珮姍 228 王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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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教職員工組田賽編配表 

 

一、 男子組鉛球  3/23 上午 11：00，共 2 人。 

   702 董建弘(圖資) 007 黃錦輝(統計所)  

二、 男子組跳遠  3/23 上午 11：20，共 1 人。 

 019 郭錕霖(統計所)   

 

三、 女子組鉛球  3/23 上午 10：20，共 2 人。 

  005 張惠蘭(應數) 006 黃玉露(主計室)  

   

四、 女子組跳遠  3/23 上午 10：30，共 3 人。 

006 黃玉露(主計室) 007 蔡佩玥(人事室) 015 黃雅梅(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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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教職員工組徑賽編配表 

 

一、 男子組 1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5：10，共1人，分1組。 

703 鄭義暉(IMBA) 

二、 男子組 4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上午11：40，共1人，分1組。 

056 鄭斯恩(應數)  

三、 男子組 8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4：30，共1人，分1組。 

056 鄭斯恩(應數)  

四、 男子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50，共4人，分1組。 

055 郭岳承(應數) 056 鄭斯恩(應數) 

 706 傳格倫(IMBA) 058 吳坤峰(總務) 

五、 男子組 4×100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7：05，共4隊，分1組。 

 應數系 

055 郭岳承 050 游森棚 057 劉欽岳 056 鄭斯恩 

 IMBA 

704林佑民 705王順生 706傳格倫 707吳立藩 

 學務處 

143 趙台雄 144 陸仕原 145 李玄建 701 黃嘉宏 

 統計、應數 – 聯合隊 

022 黃文璋 019 郭錕霖 007 黃錦輝 049 黃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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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女子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30，共7人，分1組。 

005 張惠蘭(應數系) 007 蔡佩玥(人事室) 

006 黃玉露(主計室) 022 吳雅文(人事室) 

014 莊瑋琪(出納組) 015 黃雅梅(出納組) 

024 蔡宜潔(IMBA)  

  

七、 女子組 4×100公尺（計時決賽）3/22下午16：55，共1隊，分1組。 

 應數系 

017 曾郁茹 018 王羿婷 019 何若菱 020 趙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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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大隊接力競賽編配表 

 

※ 3/23 上午 09：50，共 11 隊，分 2 組。 

 第一組 

 生命科學系 

謝仲雅 李佳芯 王意婷 陳珮姍 

李姿瑩 王政炘 王耀霆 吳忠鴻 

吳冠廷 洪暐翔 陳致宇 温昱翔 

王琮仁 林昶佑 謝岱澄 謝其展 

陳立峯 莊景年 張佑廷 吳岳峻 

曾薏庭 潘育忻 陳怡婷 張鈞偉 

藍將誠    

 

 運動競技學系 

向韋婷 劉宛蓁 汪子翔 邱政棋 

石欣瑜 謝旻雅 廖偉翔 林柏羽 

黃婷翊 侯展承 簡笙原 黃馨誼 

黃品文 林晏合 唐崇閔 林兆薰 

黃品皓 黃松儒 吳哲緯 郭財福 

陳照勳 劉建忠 林以哲 柯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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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江惠芳 張婉宜 汪婉雯 邱昱涵 

陳慶圓 蘇元岑 邱苡棠 李殷碩 

柳郁禎 陳俊宏 賴名園 黃靖淵 

林友志 黃宗勝 彭元霖 陳建州 

黃宏輝 蘇昭勳 高錕琪 張弘達 

林思妮 林庭玉 莊家宜 陳榕維 

楊秉勳 陳炘圻   

 法律學系 

盧靖瑄 陳壹蓁 曾雅筑 陳家敏 

楊子萱 蔡豐輿 鍾子毅 賽赫提 

陳慶軒 鍾易昇 陳奕廷 曾仲瑜 

呂承豐 沈傑修 曹智軒 莊騏睿 

卓  軒 楊梓敬 劉加民 陳予衡 

蔡佳妏 林衣妏  

 

 電機系 

周昱君 吳乙彤 林俊曲 周俊廷 

姚品萱 董穎禪 邱証彥 許值誠 

陳映君 嚴名豪 陳威豪 曾士齊 

蘇彥宇 林信杰 劉益暢 施漢翔 

鄭富鍇 陳泓翔 鄭企泰 吳芷霖 

謝竹詠 杜峻源 洪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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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法律學系 

洪子琁 李旻宜 陳信良 徐逸仙 

洪郁寧 吳曉雙 楊亭寬 黃睦棨 

蕭羽筑 李嘉軒 林鼎鈞 溫唯辰 

朱軒毅 陳利瑋 劉宇羊 黃馨慧 

岑崇岳 吳彥儒 張瑞芳 張佩雯 

吳俊麟 何震謙 梅暐侖 林聖堯 

張舉昇 楊博為   

 

 第二組 

 應用化學系 

鄭乃綺 施予婕 黃微珊 張媛甄 

林巧燕 林凱晨 楊心福 李新為 

黃信智 李宗育 林政維 楊國川 

賴柏丞 張偉榤 潘世強 康家豪 

黃彥翔 林宗弘 陳奕廷 鄭牟富 

張巧念 陳文婷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林鈺博 黃小慧 袁世鋼 蔡建棠 

邱廷宇 鄭名晉 吳建俞 吳禹綸 

游逸雯 吳哲宇 羅茗薇 張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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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舒研 吳其霖 周孟奇 歐謙儁 

陳思涵 劉傳安 蔡筱汶 沈均安 

    

 

 財經法律學系 

范湘琳 林于筑 林淯茹 詹庭瑋 

吳  姮 劉志軒 蔡昀荃 郭  震 

何宗翰 黃國愷 陳璿文 張哲軒 

刁偉隆 劉植嘉 洪宗緯 蔡文元 

莊智超 陳彥翰 范凱觀 黃佑強 

潘玉婷 蕭玫琳 陳奕慈 范師瑋 

劉正彥    

 

 資訊工程學系 

周君柔 陳美心 吳政憲 翁菘豪 

 張維婷 黃怡瑄 蔡承翰 鄭晨希 

 陳柔安 廖佑誠 詹廷暉 陳  震 

 黃睦傑 鍾孟勳 虛晃用 蘇柏豪 

 王瑞元 林柏宏 麥洛明 成博瑋 

 林子軒 李昆晏   

 應用物理學系 

張雅茵 李雅琪 吳明倫 顏志達 

劉俐均 胡渝庭 劉修豐 康敬亞 

陳欣妤 陳思錡 李承帛 黃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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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揚 劉懷安 鄒勝傑 黃保勳 

沈冠儒 黃盛吉 張琬喻 李汶政 

張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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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錦標賽編配表 

 

※ 3/23 下午 01：20，共 18 隊 以下是各系啦啦隊參賽隊員名單 

依進場順序排列（順序已經由各系代表抽籤決定） 

一、 金融管理學系 

洪睿康 蒙瑞齊 李文祥 郭伊旋 劉立宸 

歐尚諭 陳冠佑 劉致庭 陳煒承 莊坤桀 

莊恩祈 賴韋霖 程筱淨 李盈瑩 趙昱翔 

邱創晟 陳佳葳 錢致宇 黃敬洺 賴威宇 

陳坤佑 陳俞臻 林詠軒 楊欣祐 曾美雅 

賴宛宜 黃文慈 呂依穎 陳詩夢 李晴惠 

張家駿     

二、 法律系 

賽赫提 洪啓瑞 劉加民 陳璽力 方柏翔 

陳予衡 詹琬柔 陳智源 賴彥中 陳奕廷 

沈傑修 鍾易昇 劉珈羽 蔡明真 曹智軒 

盧靖瑄 蔡豐輿 張文瑜 林岑蔚 楊妮臻 

陳韋如 蔡佳妏 陳慶軒 陳家敏 莊骐睿 

林承右 黃于庭 劉孟昀 陳壹蓁 楊子萱 

鍾子毅     

三、 電機工程學系 

嚴名豪 杜峻源 簡育群 劉益暢 林旻慧 

盧韋宏 張曜麟 吳紹輔 林信杰 張軒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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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值誠 周昱君 陳映君 林新皓 陳仁岳 

鄭翔珆 劉晏愷 顏德倫 周俊廷 洪志嘉 

邱敬凱 林冠州 陳奕勳 施漢翔 劉冠緯 

陳威豪 賴可捷 陳建誠 吳乙彤 姚品萱 

邱証彥 鄭企泰 曾士齊 林俊曲 李承道 

四、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鍾揆鈞 林真德 吳政翰 徐承隆 許佑加 

李沅昶 周奕佐 魏士凱 李承熹 周毅修 

吳宸章 黃瑜琛 張惟珽 郭大源 吳俊南 

謝宗彧 蔡嘉樂 吳宗樺 王奕皓 邱紹逵 

溫勖惠 湯雯婷 吳紫瑩 孫培芸 陳馨雅 

五、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李定瑀 簡怡菱 林邑築 江佳政 馮天威 

游雅荃 鄭育翔 李盺湄 詹雅筑 顏君豪 

陳力維 柯智元 楊怡諭 林彥伶 廖珮晴 

游宏原 彭智軒 林孔昭 梁文宣 黃仁威 

廖怡慧 廖俊智 黃家麒 黃威傑 蘇効佐 

鄭晉勛 林書安 王兆瑞 林莞苓 瞿發駿 

李宗翰 林建宇 呂長明 陳品淳 官沛柔 

六、 財經法律學系 

曾艾薇 陳銘耀 黃國愷 洪翊菁 魏妤茹 

劉正彥 蔡汶庭 何宗翰 劉家榮 陳奕慈 

蔡文元 鍾佳君 蕭玫琳 李姿儀 徐湘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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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婷 郭震 莊智超 張姿儀 施盈如 

朱逸軒 張佑瑋 陳沛蓁 鄭靖愉 范湘琳 

七、 資訊工程學系 

陳永瀚 王瑞元 蔡承翰 吳政憲 鄭晨希 

林柏宏 李昆晏 陳鈺璋 侯孟君 廖佑誠 

陳建達 林孝儒 顏境逸 賴逸翔 許絖詠 

邱國玄 林子軒 麥洛明 李佳哲 黃偉哲 

譚世昂 詹廷暉 陳柔安 吳俊逸 鍾孟勳 

周君柔     

 

   

八、 西洋語文學系 

林致葳 林致葳 許珮絨 許珮絨 昌力伶 

廖胤筑 廖胤筑 何筱筑 何筱筑 魏萱 

張心瑜 張心瑜 蘇郁庭 蘇郁庭 陳弈君 

張珈禎 張珈禎 吳楚垣 吳楚垣 昌力伶 

溫杜琳 溫杜琳 洪佩瑜 洪佩瑜 魏萱 

孫瑜萱 孫瑜萱 陳奕璇 陳奕璇 陳弈君 

九、 應用物理系 

吳明倫 康敬亞 陳欣妤 廖兆慶 胡渝庭 

陳智揚 蔡錫翰 王維邦 許翰升 朱奕慈 

許進吉 黃鈞淞 李昆展 林東俞 陳雯嵐 

黃俊傑 莊欽淯 沈冠儒    蘇致皞 吳宜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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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洋 吳宗穆 李承帛 陳思錡 吳建霖 

謝欣儒 王昱傑 劉修豐 顏志達 洪浩迪 

林淑珍    曾紹維 趙益農 葉煜廷  

十、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鍾崇恩 張益禎 黃美靜 林威諭 黃千豪 

黃梓翔 張晏誠 莊詠勝 劉俞辰 徐偉倫 

林思妮 薛芳騏 陳逸修 林玉韻 賴文儒 

張雯珽 周政均 杜振維 陳永龍 陳玉純 

陳躍昇 洪伯勳 李天富 魏志紘 林聖峯 

鄭中原 林俞君 林俊龍   

十一、 資訊管理學系 

林奕廷 金芝萱 張瑞敏 鄭耀 吳佳蓁 

陳怡文 方奕晴 陳佩鈺 張瓅心 馬碩彣 

田博鈞 沈俞妗 張育齊 葉乃瑜 王梓晏 

林呈翰 黃炫彰 黃星瑋 蔡富丞 吳佳璇 

游雅智 許姵汶 林芷均 石芸萱 甘孟玄 

陳建宏 陳宏哲 劉秀鳳 梁月薰 冷仲凱 

陳柏吟 楊欣宜 劉家瑋 鄭詠城 楊孟嘉 

十二、 政治法律學系 

 

黃虹蓁 林昕儀 楊庭瑀 徐逸仙 陳妍欣 

林聖堯 楊博為 劉苡辰 黃馨慧 張馨予 

陳利瑋 李旻宜 張佩雯 李嘉軒 吳彥儒 

吳昕儒 朱軒毅 岑崇岳 梅暐侖 張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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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杜怡青 丁沛欣 沈玫均 廖珮珊 李彥玫 

林坤儀 吳家欣 林家瑄 林莞容 楊雨璇 

羅映瑾 辜代君 蘇毓雯 翁嘉佑 林柔先 

莊映萱 楊元禎 蕭仁俊 曾晴 劉惠羽 

蔡佳芸 潘為因 江文姿 楊綿霈 曾而絃 

吳意婷 吳柏叡 曾雅筠 邱孝嚴 黃芹琳 

黃麗庭     

十四、 生命科學系 

林昶佑 陳珮姍 羅安岑 王琮仁 楊凱元 

潘育忻 莊景年 吳忠鴻 陳致宇 黃子庭 

謝其展 謝化挺 洪暐翔 吳冠廷 謝岱澄 

王耀霆 李泰儀 郭湘怡 陳立峯 張佑廷 

周鵬展 李姿瑩 温昱翔 王意婷 藍將誠 

謝仲雅 張鈞偉 曾薏庭 李佳芯 陳怡婷 

吳岳峻 林珆安 鄧粟旂 洪于喬 王欣如 

十五、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徐子勛 李建勳 彭榮盛 張毓翔 劉少夫 

王文萱 陳珮妮 楊依靜 歐謙儁 李哲緯 

王筱涵 業俐兒 鄭名晉 張雅筑 林金諭 

溫唯辰 李宛瑜 吳俊麟 張博翔 簡硯姝 

張瑞芳 蔡依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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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俞 吳禹綸 賴俞百 許呈安 趙婉婷 

蔡筱汶 施以真 李秉庭 陳亭妤 謝光中 

王連生 吳浩宇 陳子亘 劉家均 張世融 

張庭嘉 黃豊元    

十六、 應用經濟學系 

張明益 陳妤蓁 謝紫衣 張敬瑄 王裕婷 

郭俊亨 許珮儀 陳禮廷 林嘉儀 劉煥郁 

江幸恩 許家禎 江慧婷 林俊瑜 朱慶倫 

蔡浩揚 洪星雅 郭竑麟 許凱荑 羅仁評 

晉  佳 鄧凱駿 陳建宇 李佳威 張子軒 

施美君 張軒恩 閻慶儀 林宗賢 陳亭如 

黃佩宜 林昱姍 葉芝綾 廖韋寧  

十七、 應用化學系 

林宗翰 楊心福 林政維 林巧燕 許淑珠 

陳文婷 王聖文 賴柏丞 王萬駿 張修菩 

曾耀正 鄭秉沅 鄒永浩 黃尹辰 陳思宇 

陳律廷 劉岳青 鄭乃綺 劉祐菘 施予婕 

張智皓 林鈺翰 沈韋翰 邱虹綺 黃雅雯 

黃微珊 張媛甄 林芷彤 魏宏昌 王偉益 

張巧念 黃芷晴 李新為 鄭朗怡  

十八、 東亞語文學系 

葉安媞 林妤柔 汪澤伃 賴怡璇 施婉茵 

王宇汶 吳鈺婷 葉怡伶 黃琳晏 曾姿靜 

高梵睿 劉嘉慧 林宜臻 張雯珍 林汶錠 

胡湘雲 林佩瑩 侯惠倫 李嘉祁 陳佳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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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 陳萱任 林雲清 許育峰 盧逸晏 

周晏如 黃芝芳 吳峻升 宋  橋 周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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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組趣味競賽編配表 

一、 時代巨輪 3/23 下午 15：20，分 7 組，共 12 人，自由分配人員。

二、網住龍珠 3/23 下午 15：40，分 7 組，共 13 人，自由分配人員。

三、投籃大賽 3/23 下午 16：00，分 7 組，共 10 人，自由分配人員。 

 應用化學系 

沈俞均 楊雅鈞 黃  婕 鄒永浩 陳思宇 

黃  婕 王美珠 王聖文 劉岳青 鄭秉沅 

王聖文 張智皓 張在焮 黃信智 鄭玆瑀 

張在焮 王萬駿 魏宏昌 沈俞均     魏宏昌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謝宜君 黃小慧 歐謙儁 歐謙儁 張世榮 

劉奕君 蔡建棠 劉傳安 鄭名晉 吳其霖 

林鈺博 鄭名晉 沈均安 吳禹綸     陳冠宇 

劉伊芸 吳禹綸 蘇崇仁 楊依靜     謝宏偉 

陳雅姍 吳哲宇    

 財經法律學系 

鄭靖愉 劉正彥 蔡汶庭 洪翊菁 范湘琳 

曾艾薇 何宗翰 劉家榮      蔡文元 張佑瑋 

劉志軒 郭  震 莊智超      施盈如 黃俊嘉 

黃國愷 朱逸軒 潘玉婷      魏妤茹 陳銘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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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王思縈 陳湘雲 廖俊智 林建宇 江長軒 

謝婉沂 謝佩玲 蔡岳剛 馮天威 劉建志 

許碧宜 鄭佩喻 陳力維 顏君豪 陳彥傑 

李佩蓉 葉芷吟 彭志軒 鄭晉勛 林書安 

 生命科學系 

陳珮姍 王意婷 王琮仁 陳致宇 羅安岑 

王欣如 陳怡婷 張佑廷 謝其展 郭相怡 

王耀霆 洪于喬 陳立峯 林昶佑 温昱翔 

吳冠廷 曾薏庭 鴻暐翔 吳忠鴻 謝岱澄 

 資訊工程學系 

  周君柔 陳美心 賴逸翔 林子軒 詹廷暉 

張維婷 黃怡瑄 成博瑋 李昆晏 陳震 

陳柔安 廖佑誠 吳政憲 翁菘豪 林柏宏 

黃睦傑 鍾孟勳 蔡承翰 鄭晨希 王瑞元 

 應用物理學系 

劉俐均 胡渝庭 曾紹維 李昆展 許瀚升 

朱奕慈 謝欣儒 吳宗穆 蘇家興 王昱傑 

劉修豐 黃盛吉 洪浩迪 林東俞 沈冠儒 

吳明倫 黃韋智 吳建霖 黃俊傑 秦邦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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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教職員工組趣味競賽編配表 

一、 網住龍珠 3/23下午16：20，每隊分小 3 組，共6人，自由分配人           

    員。 

二、 投籃大賽  3/23下午16：30，每隊分小 2 組，共8人，自由分配人員。 

 

 爆走族 

曾郁茹 王羿婷 趙志宏 顏千喬 

蔡佩玥 黃姿蓉 董建弘 何若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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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拔河錦標賽決賽編配表 

 

3/23 下午 04：40  地點洪四川運動廣場 

 季殿賽 採三戰兩勝制 

應用物理學系 V.S 運健休閒管理學系 

 

 

3/23 下午 04：50  地點洪四川運動廣場 

 冠亞軍賽採三戰兩勝制 

    財經法律學系 V.S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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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全校學生暨教職員工運動，帶動運動風氣、提

高運動技術水準，促進身心健康，特舉辦全校運動

會。 

二、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協辦單位：各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 

四、日  期：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 

五、地  點：本校田徑場、洪四川運動廣場。 

六、參加單位： 

（一）學生以系、所為單位。各單位可報名若干隊。 

（二）本校教職員工以一級單位為組隊原則，人數不足時，可合

併聯合組隊。 

七、參加資格： 

（一）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

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畫助理)均可報名

參加。 

（三）獨立研究所可聯合組隊參加。 

八、比賽分組： 

（一）學生組。 

（二）教職員工組。 

九、報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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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止。 

（二）報名方式：至體育室網站下載報名表，網址為

〝http://pe.nuk.edu.tw/〞，並將報名資料列

印須經系辦核章後於 2013年 3月 13日(三) 

下午 5 時前送至體育室備查。 

（三）報名地點：體育室。 

賴彥鈞、劉世仁 先生 電話：07-5919000 分機：8831；8832 

十、競賽項目： 

（一）田徑競賽 

（二）大隊接力競賽 

（三）創意啦啦隊競賽 

（四）趣味競賽 

（五）拔河競賽 

＊ 第（一）（二）（四）（五）項限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參加，第    

  （三）項限本校學生參加。 

十一、錦標種類： 

團體（一）田徑總錦標（二）大隊接力錦標（三）創意啦啦隊錦標 

（四）趣味競賽錦標（五）拔河錦標（六）精神總錦標 

十二、比賽辦法：請參閱各項競賽辦法或體育室網站。 

十三、獎  勵： 

（一）田徑競賽：個人項目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獎狀(4×100

公尺接力賽屬單項競賽)。※團體項目取前四

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二）大隊接力競賽：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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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啦啦隊競賽：取前八名，頒發獎杯及獎金。另取佳作

兩名頒發獎金，其餘名次與去年成績相比擇

優錄取數名頒發進步獎金。 

（四）趣味競賽：以趣味競賽成績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

第三名得 2 分，第四名得 1 分。學生組三項總

績分取前四名頒發獎金；教職員工組兩項總績

分取前四名頒發獎金。 

（五）拔河競賽：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六）精神總錦標：頒發獎盃乙座。 

（七）破紀錄獎：田徑項目破大會紀錄者，頒發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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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罰  則：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不正當之行為、違背運動

精神或不服從裁判之判決等情形，經查明屬實者，

除取消該運動員比賽資格及已得名次外，並報請學

校予以議處。 

十五、申  訴： 

（一）比賽發生爭議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長之判決

為終決。如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

員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二）提出申訴書時，必須繳付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成

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納入體育室，作為推

展體育活動。 

（三）申訴表格請至大會服務台領取。 

十六、如遇雨天無法進行，當天由大會視情況公佈之。 

十七、本規程經籌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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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田徑錦標賽辦法 

一、宗  旨：為發展基本體能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特舉辦田徑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 

（一）每項競賽各單位報名以二人為限，接力賽以一隊為限。 

（二）每一運動員田徑競賽項目至多參加二項，4×100 接力為單

項大隊接力賽不在此限。 

三、參加資格： 

（一）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

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畫助理)均可報名

參加。 

四、比賽項目： 

（一）鉛球（二）跳遠（三）100 公尺（四）200 公尺（五）400

公尺（六）800 公尺（七）1500 公尺（八）4×100 公尺接力賽（九）

大隊接力賽。 

五、比賽分組：（一）學生組（二）教職員工組 

六、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國際田徑規

則。 

七、獎  勵： 

（一）單項競賽取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 

（二）團體錦標以系、所別為單位，依單項競賽成績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第四名得 1 分，以總

分獲得冠、亞、季、殿之位，頒發獎盃（積分相同時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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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一名之多寡判定之，依此類推至第三名仍然相同時，

以參加競賽人數多寡判定之）。 

（三）4×100 公尺接力賽，加倍計分。 

八、附  則： 

（一）參加選手一律穿著運動鞋（不得穿釘鞋）及運動服，並將

號碼布用別針固定四個角落縫於胸前及背後。 

（二）各項比賽於比賽時間前二十分鐘攜帶學生證或服務證至檢

錄處聽候檢錄，再經由服務同學帶領至比賽場地進行比賽。

凡逾時不到者，則以棄權論。 

（三）徑賽中不論距離長短，均不得陪同比賽中之運動員奔跑，

否則立即取消該比賽運動員之與賽權及成績。 

（四）凡田、徑賽項目時間衝突無法出賽時，應先向田賽裁判請

假獲准後再參加徑賽，俟徑賽賽完後再回田賽參加比賽。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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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年全校運動會 

大隊接力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提升學生運動能力、聯絡感情，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特舉辦大隊接力競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行政為單位。 

三、參加資格： 

（一）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

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

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畫助理)均可報名

參加。 

四、競賽辦法： 

（一）學生組每隊報名 26 人 (男生 15 人，女生 5 人，男、女生

後補各 3 人) 下場比賽 20 人其餘為後補。 

（二）教職員工與學生可混合組隊參加。 

（三）學生與教職員組每人跑一百公尺接力完成並完成傳接棒，

棒次排列第 1棒至第 5棒為女生，第 6棒至 20棒為男生。 

（四）第 1、2、3 棒分道跑，第 4 棒接棒後（搶跑道），須通過

搶道旗後始可切入內側跑道。 

五、獎  勵：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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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年全校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展現本校學生的熱情、活力，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與默契，促進各系情誼交流，特舉辦啦啦隊錦

標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每系所以一隊為限。 

三、參加資格：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

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

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四、參加人數：每隊 25～35 人（男女不拘，保護員不在此限）。 

五、比賽時間：4～5 分鐘。 

六、場  地：洪四川運動廣場(長 16 公尺 × 寬 16 公尺藍色力波龍

墊正方型區域)。 

七、評分標準：(總分 120 分) 

（一）創意表現：20 分 

表演內容設計獨特、創新。 

（二）團隊精神：20 分 

團隊合作默契、精神、表情、眼神等及帶動全場氣氛的氣勢

與活力。 

（三）動作運用：20 分 

舞蹈韻律美感、隊形動線變化、節奏的順暢與明快、進退

場的動感與完整、動作難易度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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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音運用：10 分 

音樂、歌曲、口號(須加上本校校訓---博學、弘毅、崇德、創

新)、拍掌、鼓號等（音樂中西不限）。 

（五）服裝選配：10 分 

設計、色調及裝束等，應符合表演內容的整體視覺與協調。 

（六）道具運用：10 分 

口號標語、彩球、旗、扇等或其他器材等。 

（七）、時間控制：10 分 

1. 開始：當音樂、喊聲、動作等任何一種開始時按錶。 

2. 結束：當音樂、喊聲、動作等完全結束時按錶。 

3. 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後，進場、退場、道具放置及

收拾時間 2 分鐘內。 

（八）、各系開幕進場表現：20 分 

1. 啦啦隊引導各系進場、動作口號、服裝、技巧，具有創意

表現等。 

2. 運動員團隊精神、整齊服裝等。 

七、獎  勵： 

啦啦隊比賽成績及各系進場成績加總取優勝前八名，各

頒發獎盃及獎金，第一名參萬元，第二名壹萬元，第三名捌

仟元，第四名伍仟元。第五名至第八名獎金各參仟元、另取

佳作兩名獎金各貳仟元、其餘名次與去年成績相比擇優錄取

數名進步獎各頒發獎金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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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罰  則： 

(一) 違反安全規則規定者，每一個動作扣總平均分數 10 分，

採單項、單組累計扣分。 

(二) 參賽人數違反規定者，每超出或不足扣總平均分數 1 分。 

(三) 違反規定時間，逾時 0.1 秒至 30 秒扣總分數 1 分，逾時

30.1 秒至 60 秒扣總分 2 分，採累計扣分。 

(四) 參賽隊員及防護人員若有資格不符情事，經檢舉查証屬

實時，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九、附  則： 

(一) 參賽隊伍之動作設計，禁止使用危險道具及使用高難度

危險動作，違反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 

(二) 動作設計以舞蹈表演為主，雙人舞蹈之高度以二層 2 段

為限（必須有保護員）。 

(三) 吉祥物表演包含在競賽人數內。 

(四) 參賽隊伍之練習時間、地點須向該系報備。 

(五) 參賽隊伍須在學校內練習，期間應自行辦理保險，正式

比賽時由主辦單位辦理保險。 

(六) 比賽時音樂自備由各隊派代表至音樂播放區等候播放。 

(七) 各參賽隊伍使用音樂之版權問題，請各隊自行負責。 

(八) 各隊在練習中需保險，比賽當天由學校辦理比賽場地之公共 

意外責任險。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訂後公佈之。 



 56 

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錦標賽安全規則 

＊禁止實施籃形拋投、騰翻等動作。 

＊實施金字塔、舞伴特技上升以及著地動作時，不可操作離手動作。 

＊實施金字塔、舞伴特技動作技巧時，請遵循適當之難易度的編

配實施。金字塔、多底層舞伴特技高度限二層 2 段。 

一、舞伴技巧 

(一)禁止實施單底層或多底層無支撐分腿舉。禁止從投足及

延伸特技中，自由飛翔空翻著地。 

(二)單底層拖舉特技高度限二層 1.5 段，禁止實施任何二層 2

段以上之單底層特技（例如：肩上立姿、單底層上手姿

等）。 

(三)實施多底層舞伴特技時，至少需要有三位底層人員左、 

右、後）執行操作。 

(四)禁止實施任何翻轉、迴轉之攀升技巧動作。 

(五)禁止實施向前倒之轉接動作。 

(六)可實施 180、270 之攀升動作，但禁止實施 360。 

二、金字塔 

（一）禁止高度超過二層 2 段，高度決定於下： 

1. 一層＝一個直立人體。 

2. 二層 1.5 段，例如：單雙股立姿、肩上騎坐姿、背股立姿    

  等。 

3. 二層 2 段，例如：自由女神姿、阿拉伯式姿等。 

（二）所有金字塔，必須增加保護員在前後方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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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止從特技或金字塔上，倉促的往地面降落。 

（四）金字塔到達二層高度時，必須使用安全之直下著地動作。 

（五）禁止在金字塔上，用自由飛翔著地。 

（六）在金字塔轉接的過程中，禁止操作任何離手動作（底層人 

員的手禁止離開頂層人員的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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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錦標賽安全規則釋譯 

一、競賽安全規則 

（一）競賽服裝： 

比賽用的衣服和鞋子稱為競賽服裝，以不妨礙表演安全為

原則，比賽過程中保護員之服裝顏色必須與參賽人員明顯

區別。 

（二）道具： 

只有標誌、傳聲筒、旗幟、布條以及彩球能夠在比賽中使

用，會破壞比賽場地的道具不得使用（例如鞭炮、碎紙

花）。 

（三）保護員： 

1. 不可手持道具以及參與比賽或與比賽人員角色互換。 

2. 安全保護員服裝必須與參賽隊員明顯區隔。 

3. 實施二層二段技巧時，需增加一位保護員。 

（四）比賽中斷： 

比賽進行中，因隊員受傷或任何意外發生，評審召集人

有權中止比賽，該隊允許從頭開始再表演一次。 

（五）罰則： 

如屬違反下列違規情形時，將在總分中扣分。 

1. 服裝不得配戴任何危險飾品。 

2. 逾時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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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反競賽規則以及安全規則，每次扣 10 分。 

4. 實施任何猥褻的動作或言辭不雅的音樂扣 10 分。 

（六）舞伴特技／金字塔： 

高度不可超過二層 2 段。 

（七）拋投： 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拋投。 

（八）支撐迴環：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支撐迴環。 

（九）越位、穿梭： 

1. 跳躍動作時，禁止越位或穿梭於其他舞伴特技或個人

動作之上下方。 

2. 舞伴特技時，禁止越位和穿梭於別的舞伴特技以及個人

動作之上下方。 

（十）跳馬動作：除第一層以外，其他禁止。 

（十一）著地： 

1. 足部以外禁止身體其他部位著地。 

2. 禁止第二層人員直接向前後側方進行翻滾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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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趣味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促進教職員工、生之情感，特舉辦趣味競賽。 

二、參加資格： 

(一) 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

按其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

報名參加。 

(二)  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畫助理)均可報   

        名參加。 

三、參加人數： 

(一)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一隊為 20 人(女生至少 4 人)參加三

項競賽，可自由選擇要參加競賽的人員（時代巨輪必須

全員參加），1 系限報名 1 隊。 

(二)   教職員組一隊為 8 人（不限男女）。 

四、比賽分組：（一）學生組（二）教職員工組。 

五、競賽方式： 

（一）時代巨輪 

1. 道具：每隊 1 組塑膠履帶。 

2. 參加人數每隊為男生 10 人、女生 2 人，每單位限報 1 隊。 

3. 12 人分兩組分站競賽區前後各 6 人，站於競賽區前 6 人

先行進入塑膠履帶中預備。 

4. 槍聲響起，站於競賽區前塑膠履帶中 6 人，同心協力雙手

上舉推動履帶雙腳往前走將履帶移向相距 12 公尺的競賽

區後方、帶履帶錢進觸到競賽區後方線方可離開塑膠履帶，

參賽人員未到達停止線而擅離或踏出塑膠履帶一次加時

5 秒可累計之。 

5. 當立競賽區後方塑膠履帶內 6 人隊員，將履帶移向並觸及

前方起終線立即停止計時，費時最短的隊伍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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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住龍珠 

1. 道具：每隊一支（握棒長 120 公分無底部的蝴蝶網）、沙

球 12 個（每個重 2.5 公斤）。 

2. 每隊派出 13 人(女生至少 2 人)，1 系限報 1 隊。 

3. 比賽進行方式，12 人站於 12 公尺比賽區內預備，一人立

於接球區擔任接球員。 

4. 槍聲響起後方隊員拿起一個重 2.5 公斤的沙球依序將沙球

傳向位於投球區前方的第一位隊員，第一位隊員站於投擲

區內，將重 2.5公斤的沙球投向相距 12公尺接球區接球員，

接球區派出一位接球員手持 120公分長捉蝴蝶網子接住投

球員投出之沙球，第一位投球者投出沙球後跑向隊伍後方

拿起另一個沙球依序傳向投球區給第二位投球員投球，第

二位投球員投出球後再跑向隊伍後方拿起另一個沙球依

序傳向投球區給第三位投球員投球。 

5. 12 位參賽投球員必須在 3 分鐘內完成投沙球之動作、費時

最短接球最多者為勝。 

（三）投籃大賽 

1. 道具：每隊一支長三公尺伸縮桿綁上一個籃子、另備一個

籃子裝 100 個海棉球。 

2. 參加人數：為 12 人(女生至少 2 人)，。 

3. 比賽進行方式：由裁判幫忙扶住一支綁有一個籃子的三公

尺長伸縮桿。 

4. 槍聲響起 12 位隊員將放置於地上的 100 個海棉球撿起，

投入綁三公尺高伸縮桿的籃子中。 

5. 計時兩分鐘後哨聲起必須暫停投球，違者扣 5 球；再違者

取消參賽資格。 

6. 時間終了由扶住伸縮桿的全部裁判一起清點參賽隊伍投

入之海棉球數目，球數多者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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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職員工組趣味競賽方式： 

（一）網住龍珠 

1.  道具：每隊一支（握棒長 120 公分無底部的蝴蝶網）、沙

球 12 個（每個重 2.5 公斤）。 

2.  每隊派出 6 人(不限男、女)。 

3.  比賽進行方式，5 人站於比賽區內預備、另 1 人擔任接球

員手持 120 公分長捉蝴蝶的網子接住，投球員投出之沙

球。 

4.  槍聲響起後方隊員拿起一個重2.5公斤的沙球依序將沙球

傳向位於投球區前方的第一位隊員，第一位隊員站於投擲

區內，將重 2.5 公斤的沙球投向相距 12 公尺接球區接球

員，接球區派出一位接球員手持 120 公分長捉蝴蝶網子接

住投球員投出之沙球，第一位投球者投出沙球後跑向隊伍

後方拿起另一個沙球依序傳向投球區給第二位投球員投

球，第二位投球員投出球後再跑向隊伍後方拿起另一個沙

球依序傳向投球區給第三位投球員投球。 

5.  5位參賽投球員必須在 3分鐘內完成每人兩次投沙球之動

作、費時最短接球最多之隊伍為勝。 

（二）投籃大賽 

1.  道具：每隊一支長三公尺伸縮桿綁上一個籃子、另備一

個籃子裝 100 個海棉球。 

2.  參加人數：為 6 人(不限男、女)。 

3.  比賽進行方式：由裁判扶住一支綁有一個籃子的三公尺

長伸縮桿。 

4.  槍聲響起 6 位隊員將放置於地上的 100 個海棉球撿起，

投入綁三公尺高伸縮桿的籃子中。 

5.  計時兩分鐘後哨聲起暫停投球，違者扣 5 球；再違者取

消參賽資格。 

6.  時間終了由扶住伸縮桿的裁判一起清點參賽隊伍投入之

海棉球數目，球數多者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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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動員於比賽前 20 分鐘到場點名，點名不到者視同棄權。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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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年全校運動會 

拔河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提倡運動風氣聯繫情誼及發展基本體能並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特舉辦拔河競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 

三、參加資格：凡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

就讀之研究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參加。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7 日下午 5 時止(報名表請至 e-mail：

sport@nuk.edu.tw) 

              抽籤日期:3 月 8 日中午 12 點體育室抽籤(如未到場，由體

育室代為抽籤) 

              受理報名人員:賴彥鈞、劉世仁先生（電話：07-5919000

分機：8832） 

五、比賽時間：初賽：3 月 12~13 日(星期二、星期三下午 06：30。)

 3 月 23 日運動會下午 04：40 舉行冠亞軍與季殿軍賽 

六、比賽地點：初賽：網球場。 

 決賽：洪四川運動廣場。 

七、競賽辦法： 

（一）每隊報名 24 人，20 人參加（含），(男生 13 人、女生 7 人，4

人後補)。 

（二）以三局二勝方式決定勝負，每局競賽時間為兩分鐘，中場休息

二分鐘後，換邊繼續比賽。每局比賽時間終了時以拔河繩中央

之紅線接近方為獲勝，或比賽時間中拔河繩中央之紅線通己方

即判定為獲勝，比賽之選手必須穿著長袖運動衣褲及運動鞋，

不得穿任何釘鞋參加比賽。為安全起見排在最後二位選手，須

戴安全帽（請參賽單位自備）。 

八、比賽規則： 

（一）比賽制度：採四區比賽，於 3 月 12 日進行選出四強，於 3 月

23 日下午四點三十分進行冠亞賽與季殿軍賽。 

（二）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拔河協會審訂之最新拔河規則。 

（三）各隊務必依大會公佈之賽程表準時出場比賽，如超過比賽預定

時間兩分鐘尚未出場比賽，以棄權論。 

九、附  則： 

（一）可以使用手套（請自備）。 

mailto:sport@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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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場指揮每隊最多三人，可攜帶系旗進行加油。 

十、懲  罰： 

  (一)凡在比賽中冒名頂替者，該隊取消比賽資格。 

  (二)凡在比賽中棄權、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裁判等事宜者，均取消

比賽資格，且不得領取任何獎勵。 

 

十一、獎  勵：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由主辦單位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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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精神總錦標評定辦法 

一、宗  旨：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及培養運動道德，發揚運動精神。 

二、評分方式：該項由評審委員於大會期間隨時就評分表所列各項實

地考察記分，並參酌大會有關單位提供之意見，評

定運動精神分數。 

三、評分項目及分數： 

（一）開閉幕典禮及競賽中之有關表現：（40%） 

1.開幕典禮前各單位集合之情形。 

2.各單位啦啦隊及運動員繞場之精神表現。 

3.開幕典禮各單位運動員之精神表現及禮成隊伍之退場情

形。 

4.各單位職隊員於大會期間守時守紀之情形。 

5.閉幕典禮之表現。 

（二）運動員於運動場內之有關表現：（15%） 

1.各單位運動員及有關人員之服裝儀容等之表現。 

2.各競賽項目之點名與進場秩序之表現。 

3.各單位運動員在比賽中服從裁判之表現。 

（三）報名人數與出席率及比賽進行之精神表現：（10%） 

1.各單位運動員報名參加人數與出席率。 

2.比賽進行中運動員之運動精神表現。 

（四）啦啦隊競賽：（35%） 

四、獎  勵 ：取優勝一名，頒發獎盃乙座。 

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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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組田徑競賽成績記錄表 

項目 

 

 

名次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4×100 

公 

尺 

接 

力 

男 

 

生 

 

組 

第一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二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三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女 

 

生 

 

組 

第一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二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三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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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教職員工組田徑競賽成績記錄表 

項目 

 

 

名次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4×100 

公 

尺 

接 

力 

男 

 

子 

 

組 

第一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二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三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女 

 

子 

 

組 

第一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二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第三名 

姓名        

 

單位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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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田徑競賽積分一覽表 

項目 

 

 

 

 

單位 

男 生 組 女 生 組 
總 

 

 

 

 

計 

名 

 

 

 

 

次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 

5 

0 

0 

公 

尺 

4 

× 

100 

公 

尺 

接 

力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 

5 

0 

0 

公 

尺 

4 

× 

100 

公 

尺 

接 

力 

政法系                   

財法系                   

法律系                   

金管系                   

應經系                   

資管系                   

亞太系                   

土環系                   

化材系                   

資工系                   

電機系                   

生科系                   

應數系                   

應物系                   

應化系                   

運健休                   

傳健系                   

東語系                   

西語系                   

運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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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 

各項競賽總成績表 

項目 
 

 

 

組別 
 

 

 

名次 

團  體  總  錦  標 

趣 味 競 賽 大 
 

 

隊 
  

接  
 

力 

拔

河

競

賽 

創

意

啦

啦

隊

錦

標 

田

徑

總

錦

標 

精

神

總

錦

標 

教職員工組 學 生 組 

網
住
龍
珠 

投
籃
大
賽 

時
代
巨
輪 

網
住
龍
珠 

投
籃
大
賽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殿 

 

軍 

          

第 

五 

名 

          

第 

六 

名 

          

第 

七 

名 

          

第 

八 

名 

          

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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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年全校運動會 

學生田徑競賽成績紀錄表 

項目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4×100公 

尺 

接 

力 

男 

 

生 

 

組 

第一名 

姓名 莊富安 鄧智輝 鄧智輝 方樹浩 劉志軒 劉志軒 黃俊嘉 
運健休 

單位 土環系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財法系 財法系 財法系 

成績 8.70 5.31 12.96 25.70 59.86 2:23.14 5:40.89 51.33 

第二名 

姓名 黃炳彰 蘇柏維 李得向 陳奕魁 蔡正言 王連生 蔡昀荃 
財法系 

單位 運健休 應物系 金管系 東語系 電機系 運健休 財法系 

成績 8.47 5.09 13.25 27.49 1:05.23 2:31.07 5:43.72 53.04 

第三名 

姓名 楊定華 李玖穆 袁世鋼 戴宏倫 謝承育 魏上棋 張世融 
化材系 

單位 西語系 金管系 運健休 電機系 亞太系 電機系 運健休 

成績 8.47 4.60 13.74 27.67 1:07.96 2:38.31 5:52.57 53.10 

女 

 

生 

 

組 

第一名 

姓名 黃詩媛 陳思涵 王思婷 張捷容 江惠芳 江惠芳 羅茗薇 
資管系 

單位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化材系 化材系 運健休 

成績 8.42 3.77 16.58 35.95 1:16.03 3:03.48 7:08.15 1:06.04 

第二名 

姓名 李思潔 郭馥儀 李雅婷  蔣佳紋 羅茗薇 李思潔 
財法系 

單位 運健休 金管系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成績 7.44 3.45 16.77  1:23.17 3:19.91 8:01.89 1:06.75 

第三名 

姓名 吳佩珊 許詩螢 余宜謙   張婕容  
西語系 

單位 東語系 運健休 西語系   運健休  

成績 6.25 3.40 17.44   4:07.66  1:06.96 

名次 



 72 

國立高雄大學 2012年全校運動會 

各項競賽總成績表 
項目 

 

 

 

組別 

 

 

 

名次 

團  體  總  錦  標 

趣 味 競 賽 
2000
公
尺
大
隊
接
力 

拔

河

競

賽 

創

意

啦

啦

隊

錦

標 
田

徑

總

錦

標 

精

神

總

錦

標 

教職員工組 學 生 組 

夾

湯

圓 

護

送

龍

珠 

龍

飛

鳳

舞 

護

送

龍

珠 

投

籃

大

賽 
冠 

軍 
爆走族 電機系 

運健休 

4：45.30 
土環系 

亞太工

商管理

學系 

運健休系 

亞太工

商管理

學系 

亞 

軍 
總務處 

資工系 

亞太系 

化材系 

5：02.94 
應數系 

電機工

程學系 
財法系  

季 

軍 
教務處 

財法系 

5：05.41 
財法系 

金融管

理學系 
化材系  

殿 

軍 

一級 

主管 
西語系 

亞太系 

5：08.57 
生科系 

應用經

濟學系 
金管系  

第 

五 

名 

       

運動健

康與休

閒學系 

  

第 

六 

名 

       

土木與

環境工

程學系 

  

第 

七 

名 

       
西洋語

文學系 
  

第 

八 

名 

       

傳統工

藝與創

意設計

學系 

  

佳 

作 
       

東亞語

文學系 
  

佳 

作 
       

資訊管

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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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年全校運動會 

教職員工田徑競賽紀錄表 

項目 

 

 

名次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4×100 

公 

尺 

接 

力 

男 

 

子 

 

組 

第一名 

姓名 黃士峰 黃士峰  黃士峰 鄭斯恩 鄭斯恩 呂勝宏 

應數系 

單位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總務處 

成績 7.57 4.67  28.01 1:04.41 2:36.95 5:29.20 59.40 

第二名 

姓名 黃錦輝 郭錕霖   陳榮泰 陳榮泰 董建弘 
統計應
數聯隊 

單位 統計所 統計所   亞太系 亞太系 圖資館 

成績 7.38 3.80   1:15.21 3:02.16 6:08.19 1:04.68 

第三名 

姓名 陶幼慧 吳宗芳   鄭義暉  陳榮泰 

學務處 

單位 資管系 應數系   應經系  亞太系 

成績 7.02 2.74   1:22.37  6:44.86 1:05.52 

女 

 

子 

 

組 

第一名 

姓名 王藜誼 莊淑姿 莊淑姿    蔡佩玥 學務亞
太人事
聯隊 單位 應數系 運健休 運健休    人事室 

成績 6.42 3.30 20.49    7:39.77 1:13.08 

第二名 

姓名 張惠蘭 張麗卿 張麗卿    鄭雅文 

應數系 

單位 應數系 法學院 法學院    人事室 

成績 5.95 2.20 28.15    8:15.23 1:14.01 

第三名 

姓名 張麗卿       
 

單位 法學院       

成績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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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全校運動會 

歷年最佳成績紀錄表 

項目 

 

組別 

鉛 

 

 

球 

跳 

 

 

遠 

100 

公 

尺 

200 

公 

尺 

400 

公 

尺 

800 

公 

尺 

1500 

公 

尺 

3000 

公 

尺 

 

4×100 

公 

尺 

接 

力 

男生組 

姓名 徐慶國 方昊新 方國同 何如容 方昊新 黃政欽 李昆霖 張宗仁 

運健休 

單位 法律系 亞太系 政法系 運健休 亞太系 應物系 生科系 生科系 

成績 10.64 6.03 12.13 24.91 58.06 2:21.95 5:08.03 13:05.00 50.32 

女生組 

姓名 曾瀅潔 黃詩茜 李雅婷 黃祈 江惠芳 江惠芳 羅茗薇  

運健休 

單位 應數系 運健休 運健休 亞太系 化材系 化材系 運健休  

成績 9.23 3.86 15.46 33.36 1:16.03 3:03.48 7:08.15  1:03.20 

教職員工

(男) 

姓名 黃士峰 黃士峰 鄭斯恩 鄭斯恩 鄭斯恩 鄭斯恩 呂勝宏 呂勝宏 

 

單位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應數系 總務處 總務處 

成績 7.57 4.67 13.16 27.63 1:01.44 2:32.64 5:29.20 11:56.00  

教職員工

(女) 

姓名  莊淑姿 莊淑姿 莊淑姿  周秀娟 蔡佩玥  

 

單位  運健休 運健休 運健休  秘書室 人事室  

成績  2.20 18.11 41.83  3:53.70 7:39.77   

教職員工(混

合) 

姓名         

應數系 

單位         

成績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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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申訴書 

申訴 

事由 
 

競賽 

項目 
 

競賽 

組別 

□ 男生組  □女生組   

□ 教職員工組 

申訴 

事實 
 

申訴 

單位 

領隊 

(簽章) 
申訴

人 
(簽章) 

申訴 

時間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 

意 見 
 

裁判

長 
(簽章) 

審判委

員會 

判 決 

 

審判

委員

簽名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章) 

月      日      時      分



 76 

國立高雄大學 2013 年全校運動會 

各單位及各系位置圖 

 

 

 

 

 

 

 

 

【參加啦啦隊比賽各系請於 12:30 就各系該位置就位】 

 

10.化材 

17.應物 

8.西語 7.資工 

6.財經 5.亞太 

4.土環 3.電機 

12 政法 

14 生科 

9.應物 

13 創建 

15.運健休 

舞     台     區 

11 資管 

1.金管 2.法律 

16 應經 

啦 

啦 

隊 

比 

賽 

場 

地 

教職員工 EMBA 

18 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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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場地平面配置圖 

  
國立高雄大學 2013年全校運動 

運動比賽場地位置圖 

洪四川運動廣場 

田徑場 

司 令 台 

 

學 生 宿 舍 大 樓 

1 

2 

5 

1. 開幕典禮選手進場處 

2. 跳遠比賽場地 

3. 100 公尺起點 

4. 200 公尺起點 

5. 鉛球比賽場地 

 

3 

 

4 

7 

6 

6. 檢錄組 

7. 總記錄組 & 獎品組 

8. 醫務組 

8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