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 羽球 105年第一次全國羽球排名賽 男子乙組雙打 林Ο叡　蔡Ο祐 第二名

2 排球 2016第60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 大專男子組 團體 冠軍

3 大專社會組-全能成績

4 大專社會組-環

5 大專社會組-帶

6 大專社會組-棒

7 大專社會組-球

8 男子63公斤級 李Ο鈞 當選國手

9 男子68公斤級 黃Ο仁 當選國手

10 女子62公斤級 林Ο青 當選國手

11 跆拳道 2016美國公開賽 男子68公斤以下級 黃Ο仁 銀牌

12 跆拳道 2016加拿大公開賽 男子68公斤以下級 黃Ο仁 金牌

13 網球 福興盃全國大專網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團體 冠軍

14 網球 titan盃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單打 湯Ο鈞 季軍

15 單打 冠軍

16 雙打 亞軍

17 女子組鉛球 潘Ο甄 第四名

18 女子組400公尺跨欄 林Ο萱 第四名

19 男子組撐竿跳 王Ο弘 第六名

20 跆拳道 2016年亞錦賽、世界大學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品勢)女子個人 廖Ο暄 當選國手

21 手球 104學年度大專手球聯賽 公開組 團體 第七名

22 羽球 2016古巴羽球挑戰賽 男單 許Ο廷 銅牌

23 田徑 105年台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公開女標槍 洪Ο雲 第一名

24 排球 104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複賽 公開男一級 團體 第六名

25 田徑 2016年中區大專校院田徑錦標賽 公開男4*400m接力
丁Ο中 莊Ο強
張Ο晏 嚴Ο任

第六名

26 大專女甲鉛球 潘Ο甄 第二名

27 大專女甲跳高 顏Ο瑩 第四名

28 大專女甲鉛球 蔡Ο家 第八名

29 武術 2016年第9屆亞洲武術錦標賽中華代表隊第一次選手選拔賽武術太極拳全能 謝Ο良 第一名

30 公路計時賽 吳Ο庭 第四名

31  個人公路賽 吳Ο庭 第五名

32 公開男子組雙打賽 黃Ο盛 江Ο傑 第一名

33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四名

34 公開男子組雙打賽 吳Ο寯 許Ο傑 第七名

35 公開混合組混雙賽 吳Ο祺 林Ο真 第八名

36 公開女子組個人型 高Ο琳 第二名

37 公開女子組對打第二量級 許Ο寧 第二名

38 公開女子組對打第三量級 高Ο琳 第三名

39 公開女子組 團體總錦標 第三名

40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三名

41 公開混合組羽球混雙賽 李Ο明 蔡Ο佑 第五名

桌球

田徑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田徑 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自由車 104學年度大專自由車錦標賽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空手道

羽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代表隊成績表105.1~12月

跆拳道 2016年亞錦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網球 2016年日本亞細亞國際職業網球未來賽 黃Ο棋

何Ο瑄 第一名105年度臺中市主委盃韻律體操錦標賽韻律體操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42 公開女子組品勢個人組 廖Ο暄 第一名

43 公開女子組品勢團體組 廖Ο楷 廖Ο暄 廖Ο慈 第二名

44 公開混合組品勢雙人組 林Ο超 廖Ο慈 第五名

45 公開女子組團體總錦標 團體 第一名

46 公開男子組團體總錦標 團體 第一名

47 公開女子組對打49公斤級 陳Ο家 第一名

48 公開女子組對打62公斤級 林Ο青 第一名

49 公開女子組對打67公斤級 林Ο薇 第一名

50 公開女子組對打73公斤級 陳Ο羽 第一名

51 公開女子組對打57公斤級 梁Ο瑜 第二名

52 公開女子組對打53公斤級 蔡Ο芬 第五名

53 公開女子組對打73公斤以上級 鄭Ο秋 第六名

54 公開男子組對打68公斤級 黃Ο仁 第一名

55 公開男子組對打74公斤級 徐Ο翔 第一名

56 公開男子組對打54公斤級 涂Ο州 第二名

57 公開男子組對打80公斤級 楊Ο燁 第二名

58 公開男子組對打87公斤以上級 汪Ο凱 第三名

59 公開男子組對打87公斤級 許Ο僑 第三名

60 公開男子組對打63公斤級 李Ο鈞 第五名

61 公開男子組對打58公斤級 程Ο俊 第六名

62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一名

63 公開男子組單打賽 黃Ο祺 第四名

64 公開男子組雙打賽 黃Ο祺 胡Ο強 第八名

65 公開女子組推鉛球 潘Ο甄 第四名

66 公開女子組混合運動 蔡Ο家 第五名

67 公開女子組跳高 顏Ο瑩 第六名

68 公開女子組擲標槍 洪Ο雲 第八名

69 韻律體操 公開女子組個人全能競賽 何Ο瑄 第六名

70 射箭 公開女子組複合弓個人對抗賽 官Ο辰 第六名

71 韻律體操 105年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個人單項 何Ο瑄 第八名

72 競技龍舟 2016年嘉庚杯敬賢杯海峽兩岸龍舟賽 團體 陳Ο媛 第三名

73 競技龍舟 2016新竹市端午節龍舟競賽 團體 陳Ο媛 第一名

74 武術 104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暨大專院校國武術錦標賽 國術南拳 林Ο凱 第一名

75 桌球 日本桌球公開賽  男雙 黃Ο盛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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