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 羽球 2014紐西蘭系列賽 單打 郭Ο呈 第二名

2 吳Ο汝 第三名

3 蔡Ο倫 第五名

4 公開女子組200m 吳Ο汝 第三名

5 公開女子組標槍 洪Ο雲 第五名

6 公開女子組鉛球 潘Ο甄 第六名

7 公開女子400m接力
吳Ο汝 蔡Ο倫
洪Ο雲 宋Ο真

第二名

8 羽球隊 2014中國(陵水)國際羽毛球挑站賽 男子雙打 廖Ο亮 廖Ο宏 第二名

9 排球隊 102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大專男子組 團體 第5名

10 吳Ο汝-200米 第三名

11 洪Ο雲-標槍 第四名

12 潘Ο甄-鉛球 第六名

13 網球隊 2014馬來西亞職業網球未來賽 男子雙打 洪Ο晨 第二名

14 女子-67公斤級 林Ο薇 當選選手

15 女子-73公斤級 陳Ο羽 當選國手

16 女子組 廖Ο慈 第五名

17 女子組 楊Ο潔 第七名

18 女子組-400公尺 吳Ο汝 第七名

19 女子組-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20 女子組-標槍 洪Ο雲 第六名

21 女子組-跳遠 宋Ο真 第八名

22 女子組73公斤級 陳Ο羽 第一名

23 女子組73公斤級以上 葉Ο江 第一名

24 女子組62公斤級 吳Ο瑩 第一名

25 男子組87公斤級以上 陳Ο德 第二名

26 男子組63公斤級 林Ο德 第二名

27 女子組67公斤級 林Ο薇 第二名

28 女子67公斤級 游Ο瑜 第三名

29 男子組58公斤級 簡Ο戎 第三名

30 男子組87公斤級 楊Ο昌 第三名

31 品勢 廖Ο慈 第三名

32 江Ο傑

33 黃Ο盛

34 吳Ο祺

35 103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自籌) 男子組 羅Ο力 第二名

36 103年全大運-桌球 第一名

37 103年全大運桌球 第一名

38 103年全大運-網球 個人單打賽 洪Ο晨 第一名

39 103年全大運-網球 個人雙打賽-洪Ο晨 王Ο廷 第一名

40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女子團體對打總錦標 第一名

41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67公斤級 林Ο薇 第一名

42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73公斤級 陳Ο安 第一名

43 103年全大運-韻律體操 韻律體操-球 何Ο瑄 第二名

44 103年全大運-桌球 個人單打賽 江Ο傑 第二名

45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54公斤級 涂Ο州 第二名

46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57公斤級 吳Ο瑩 第二名

47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62公斤級 游Ο瑜 第二名

48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73公斤級以上 葉Ο江 第二名

49 103年全大運-田徑 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50 103年全大運-韻律體操 韻律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何Ο瑄 第三名

51 103年全大運-韻律體操 韻律體操-棒 何Ο瑄 第三名

52 103年全大運-韻律體操 韻律體操-帶 何Ο瑄 第三名

53 103年全大運-網球 第三名

54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49公斤級 張簡Ο婷 第三名

55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第三名

跆拳道

第三名公開男子團體2014世界桌球團體錦標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代表隊成績表103.1~12月

103全大運

2014第三屆亞洲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公開女子組100m

2014第13屆世界大學跆拳道錦標賽

2014仁川亞運暨亞錦賽國家代表隊選拔--決選

田徑隊

103年台北市春季盃田徑錦標賽

個人雙打賽-徐Ο愷 胡Ο強

團體賽-黃Ο盛 周Ο至 陳Ο儒 陳Ο村 江Ο傑 許Ο
宏 吳Ο融 吳Ο寯 許Ο傑 吳Ο祺

個人雙打賽-黃Ο盛 吳Ο祺

品勢團體組-廖Ο楷 廖Ο慈 楊Ο潔

桌球隊

田徑隊

103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

田徑隊

跆拳道

跆拳道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56 103年全大運-韻律體操 韻律體操-環 何Ο瑄 第四名

57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63公斤級 劉Ο翔 第四名

58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87公斤級 楊Ο昌 第四名

59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53公斤級 林Ο伶 第四名

60 103年全大運-田徑 200公尺 吳Ο汝 第五名

61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地板 謝Ο珊 第五名

62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高低槓 莊Ο雅 第五名

63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68公斤級 徐Ο翔 第五名

64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74公斤級 邱Ο翔 第五名

65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80公斤級 唐Ο宏 第五名

66 103年全大運-跆拳道 品勢個人組 廖Ο慈 第五名

67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平衡木 謝Ο珊 第六名

68 103年全大運-田徑 標槍 洪Ο雲 第七名

69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高低槓 謝Ο珊 第七名

70 103年全大運-桌球 第七名

71 103年全大運-田徑 100公尺 劉Ο宏 第八名

72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謝Ο珊 第八名

73 103年全大運-競技體操 競技體操-跳馬 莊Ο雅 第八名

74 103年全大運-桌球 第八名

75 手球隊 103年大專盃手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 團體 第三名

76 男子單打 徐Ο群6.0 第二名

77 男子雙打 徐Ο群 徐Ο愷5.0 第三名

78 網球隊 103年老虎牙子盃國網球積分賽 男子雙打 胡Ο強 第三名

79 女子組 成隊組 第二名

80 何Ο瑄個人全能 第七名

81 何Ο瑄環 第七名

82 何Ο瑄球 第七名

83 何Ο瑄帶 第八名

84 女子62公斤級 吳Ο瑩 第一名

85 女子67公斤級 陳Ο羽 第二名

86 男子單打 黃Ο祺 第一名

87 男子雙打 黃Ο祺 第二名

88 網球隊 2014年韓國金泉職業網球賽 單打 洪Ο晨 第三名

89 羽球隊 103年度第二次全國羽球排名賽 男子單打 郭Ο呈 第四名

90 網球隊 2014高雄海碩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 男子雙打 黃Ο祺 第二名

91 男子單打 黃Ο祺 第一名

92 男子雙打 黃Ο祺 第二名

93 網球隊 2014韓國ANSUNG國際職業網球錦標賽(自籌) 男子單打 洪Ο晨 第三名

94 第二名

95 18-29個人女子  廖Ο暄 第二名

96 女子-400公尺 吳Ο汝 第五名

97 女子鉛球 潘Ο甄 第三名

98 男子組 黃Ο祺

99 男子組 洪Ο晨

100 男子組單打 湯Ο鈞 第一名

101 男子雙打 湯Ο鈞 第一名

102 男子雙打 王Ο廷 第一名

103 排球隊 103年第41屆永信盃排球錦標賽 公開組 團體 第四名

104 排球隊 103年全國第35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 公開組 團體 第五名

105 品勢 團體組 第一名

106 廖Ο慈 第二名

107 楊Ο潔 第三名

108 李Ο欣 第四名

109 顏Ο凌 第六名

110 女子組 章Ο宜 第四名

111 女子組 杜Ο瑾 第七名

女子組

入選國家
代表隊

台維斯盃國家代表隊

 女子組 團體 廖Ο楷 廖Ο暄 顏Ο淩 

2014台塑盃男子網球挑戰賽

103年乙宏盃全國網球積分排名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代表隊成績表103.1~12月

103全大運

網球隊

韻律體操

個人混和雙打賽-陳Ο儒 林Ο真

2014年5月台中站adidas全國排名賽(自籌1068)

團體賽-李Ο霓 林Ο真 林Ο樺 

2014中國莆田網球職業賽

跆拳道隊

跆拳道隊

田徑隊

網球隊

2014第9屆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網球隊

網球隊

103台北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女子個人組
103年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2014第13屆世界大學跆拳道錦標賽

網球隊

跆拳道隊

高爾夫球隊

103第六屆全國品勢跆拳錦標賽

103年渣打全國業餘高爾夫球秋季排名賽



序號 隊名 賽會名稱 組別/項目 姓  名 名  次

112 競技體操 103年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女子組 團體 第三名

113 桌球 103年第38屆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 男子組 團體 第五名

114 手球 103全國手球錦標賽 男子組 團體 第三名

115 女子成人團體 團體 第一名

116 女子組57公斤級 林Ο薇 第一名

117 女子組62公斤級 吳Ο瑩 第一名

118 女子組59公斤級 陳Ο羽 第一名

119 女子組60公斤級 翁Ο珮 第二名

120 男子組61公斤級 楊Ο燁 第二名

121 女子組62公斤級 張簡Ο婷 第三名

122 最佳選手 林Ο薇 最佳選手

123 女子個人型 高Ο琳 第一名

124 女子第二量級 高Ο琳 第一名

125 大專女子總錦標 高Ο琳 第三名

126 桌球 103年全國桌球錦標賽 男子雙打 吳Ο寯 第五名

127 男子單打 黃Ο祺 第一名

128 男子雙打 黃Ο祺 第一名

129 自由車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3學年度自由車錦標賽 個人公路賽 忻Ο衡 第七名

130 成人女子個人型 高Ο琳 第三名

131 成人女子團體 高Ο琳 第二名

132 成人女子團體對打 高Ο琳 第一名

133 散打 陳Ο煊 第一名

134 太極第二類 蔡Ο娟 第二名

135 桌球 104年度中華桌球國手選拔賽 男子組 江Ο傑 黃Ο盛 吳Ο祺 當選國手

136 桌球 男子組團體 江Ο傑 黃Ο盛 吳Ο祺 第三名

137 跆拳道 女子組67公斤級 陳Ο羽 第五名

138 跆拳道 2014跆拳道亞洲錦標賽 女子組73公斤級 陳Ο羽 第三名

2014泰國公開賽-世界積分賽跆拳道

空手道 中華民國103年度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2014仁川亞洲運動會

網球 2014柬埔寨未來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代表隊成績表103.1~12月

武術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武術錦標賽

空手道 2014系東流空手道亞洲錦標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