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
擊劍技術手冊

頁碼

組別

26

一般女生組

10

裁判名單

技術委員：朱文慶 吳阿民 吳萬福 郭 技術委員：朱文慶 吳阿民 吳萬福 郭燦星 陳
燦星 陳全壽 陳進龍 翟學電 賴坤池 全壽 陳進龍 翟學電 賴坤池

11

裁判名單

擲部副主任：王再福 吳文治
擲部副裁判：凃添貴

擲部副主任：王再福 吳文治
擲部副裁判：凃添貴

11

裁判名單

終點攝影主任：周漢傑 溫炳郎

終點攝影主任：周漢傑 溫炳郎
終點攝影副主任：周漢傑

11

裁判名單

風速測量員：林清香
陳宗賢

風速測量員：林清香

11

裁判名單

29

公開男生組

38

公開女生組

44

原內容
[16].輔英科大(4076~4076)
領隊:林献巃 管理:高娟娟

邱婉晴 邱婉如

更正後內容
[16].輔英科大(4076~4076)
領隊:林献巃 教練:蔣來福 管理:高娟娟

凃添貴

邱婉晴 邱婉如 陳宗賢

競走主任(兼)：張平山
競走副主任(兼)：李坤昇
競走裁判(兼)：陳建聲 王禎祥 陳玉明 田楊橋
王詩尹 莊雲珠 林漢森 翁榮山 許逢泰 張秀
琴

田徑技術手冊
[6].中華大學(1010~1013)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3].中華大學(2010~201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6].中華大學(1010~1013)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管理:陳靜如
[3].中華大學(2010~201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管理:陳靜如

一般男生組

[12].中華大學(3080~308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12].中華大學(3080~308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管理:陳靜如

59

一般女生組

[9].中華大學(4032~403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9].中華大學(4032~4032)
領隊:林昌國 教練:鍾奇均 管理:陳靜如

105

一般女生組

299呂羿萱(樹人醫專)(02:55.00)

4299呂羿萱(樹人醫專)(02:55.00)

107

體操技術手冊

24

22
桌球技術手冊
60
23
32
跆拳道技術手冊
16

柔道技術手冊

4x100公尺接力 屏東科(00:53.00)

屏東科大(00:53.00)

[3].臺灣大學(4007~4010)
一般女生組 領隊:連家瑩 管理:藍晴 教練:童俊傑 教
練:周鵬豪
公開男生團體賽預賽
賽程時間預定 E 組
表
場次六、七、十九、二十、
三二、三三 隊名 D1~D4
[31].勤益科大(3155~3155)
一般男生組
領隊:宋孟遠 教練:韋 磊

[3].臺灣大學(4007~4010)
領隊:連家瑩 管理:藍晴 管理:徐紫綺 教練:童俊
傑 教練:周鵬豪
公開男生團體賽預賽
E組
場次六、七、十九、二十、
三二、三三 隊名 E1~E4
[31].勤益科大(3155~3155)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韋 磊

[15].勤益科大(2069~2069)
領隊:宋孟遠 教練:蔡輝炯

[15].勤益科大(2069~2069)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蔡輝炯

[54].勤益科大(3155~3155)
領隊:宋孟遠 教練:蔡輝炯
公開男子組/一般男子組
-63 公斤級/ -67 公斤級
跆拳道對打項
-73 公斤級/ -80 公斤級
目賽程表
公開女子組/一般女子組
-72 公斤級/ +72 公斤級

[54].勤益科大(3155~3155)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蔡輝炯
公開男子組/一般男子組
-63 公斤級/ -68 公斤級
-74 公斤級/ -80 公斤級
公開女子組/一般女子組
-73 公斤級/ +73 公斤級

[20].勤益科大(1059~1059)
領隊:宋孟遠 教練:蔡輝炯

[20].勤益科大(1059~1059)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蔡輝炯

[10].勤益科大(1024~1024)
領隊:宋孟遠 教練:唐立哲
[10].勤益科大(2018~2018)
領隊:宋孟遠 教練:楊政憲
裁判：何寬信 李素珍 李國良 李陳淑
鈴 李隆德 林達祥 施榮欽 洪志銘
張來富

[10].勤益科大(1024~1024)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唐立哲
[10].勤益科大(2018~2018)
領隊:宋孟遠 管理:梁隨燕 教練:楊政憲
裁判：何寬信 李素珍 李國良 李陳淑鈴 李
隆德 林達祥 施榮欽 洪志銘 張來富 郭書銘
馮東仁 黃明定 劉國經 蔡瑞花 蘇彥銘 鈄淑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

18

公開男生組

17

大專男生組

19

大專女生組

10

裁判名單

滑輪溜冰技術手冊

木球技術手冊

游泳技術手冊

25

公開男生組

30

一般男生組

38

公開女生組

47

一般女生組

118
118
118

游泳大會最高
紀錄_公開組
游泳大會最高
紀錄_公開組
游泳大會最高
紀錄_公開組

[20].政治大學(1079~1079)
領隊: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0)
領隊: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1)
領隊: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2)
領隊:王思宜
項目
400X100M 自由式接力
項目
400X200M 自由式接力
項目
400X100M 混合式接力

[20].政治大學(1079~1079)
領隊:王思宜 教練: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0)
領隊:王思宜 教練: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1)
領隊:王思宜 教練:王思宜
[20].政治大學(1079~1082)
領隊:王思宜 教練:王思宜
項目
4X100M 自由式接力
項目
4X200M 自由式接力
項目
4X100M 混合式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