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技術學院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代表隊校外競賽成績 

班級 代表隊/個人 比賽名稱 成績 

四技餐旅一乙 冉俊賢 

2016年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

男子組 52公斤級 

第三名 

四技餐旅一乙 冉俊賢 

2016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

賽男子組 52公斤級 

第三名 

四技環科一甲 洪承烽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個人

大專甲組第七級 

第一名 

四技環科一甲 洪承烽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個人

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 

第三名 

柔道隊 

洪承烽 

羅彥傑 

張勝珉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大專

男子甲組團體 第二名 

五專觀英二甲 陳致廷 

105苗青網盃冬季全國分級網

球錦標賽男子 3.0單打 

第一名 

五專觀英二甲 陳致廷 

105苗青網盃冬季全國分級網

球錦標賽男子 3.0雙打 

第一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04 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校外競賽成績 

班級 
代表隊/個

人 
比賽名稱 成績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進專) 
邱晶儷 104 年大甲媽祖盃全國手球錦標賽 第一名 

女子手球隊 

企管三甲陳庭暄等 10 人 
105 年大專盃手球錦標賽 第三名 

化妝品應用系 陳涵蕊 104 弘光盃跆拳錦標賽 第一名 

資訊工程系 賴尚文 
104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拳擊錦標賽社

會男子組第五量級第二名 
第二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賴文棋 
104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拳擊錦標賽社

會男子組第六量級 
第二名 

機械工程系(進) 吳振宇 
105 年內高盃柔道邀請賽武耀 

龍騰男生組重量級 
第三名 

資訊工程系 羅彥傑 
105 年內高盃柔道邀請賽武耀 

龍騰男生甲組輕量級 
第一名 

機械工程系 張景隆 
105 年內高盃柔道邀請賽武耀 

龍騰男生組輕量級 
第一名 

機械工程系 范勝勛 
105 年內高盃柔道邀請賽武耀 

龍騰男生組重量級 
第二名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劉傳思 
105 年內高盃柔道邀請賽武耀 

龍騰男生組重量級 
第一名 

資訊工程系 羅彥傑 
105 年度全國柔道錦標賽大專男子甲組第

一級 
第三名 

資訊工程系 張勝珉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柔道 

男子組乙組 
第七名 

化妝品應用系 陳涵蕊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跆拳甲組 

公開女子組 46 公斤級 
第七名 

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簡瑄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女子混和七項 第八名 

五專觀光英語系 陳致廷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網球男子組一

般組 
第七名 

棒球隊 20 人 桃園市市長盃棒球賽社會男子組 第三名 

女子手球隊 10 人 2016 台大國際手球邀請賽 第二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03 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校外競賽成績 

系別 代表隊/個人 比賽名稱 成績 

餐飲廚藝管理系 周詩婷 
2015 年第八屆弘光盃全國大專跆拳

錦標賽女子一般組 46 公斤級 
第一名

化妝品應用系 陳涵蕊 
2015 年第八屆弘光盃全國大專盃跆

拳道錦標賽女子公開組 46 公斤級 
第一名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第 38 屆全國中正盃劍道錦標賽參賽

女子組 
第二名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第 39 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女子組 第四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葉禮至 
2014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泰拳邀請

賽男子 51 公斤級 
第二名

機械工程系 林宣 103 年黎明盃大專校院柔道錦標賽 第三名

應用英語系 邱鼎閎 
103 年黎明盃大專校院柔道錦標賽

男子中量級 
第一名

夜機械工程系 吳振宇 
103 年黎明盃大專校院柔道錦標賽

男子中重量級 
第一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周詩婷 
2015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大專跆拳道

項目女子一般組 46 公斤級 
第五名

化妝品應用系 陳涵蕊 
2015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跆拳道項目

女子公開組 46 公斤級 
第三名

資訊工程系 賴尚文 
104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拳擊錦

標賽社會男子組第五量級第二名 
第二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賴文棋 
104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拳擊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第六量級 
第二名

女子籃球隊 

陳彥婷、楊士樺、許如芳、蔡旻晏、

李佳穎、徐湘瑜、蘇依婷、游佳敏、

黃庭嬿、陳怡婷、江旻柔、周巧宜、

賴美方、莊巧雯、張怡婷等十五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籃球

運動聯賽一般女子組北二區決賽 

第五名 

女子手球隊 

陳庭暄、楊士樺、許如芳、徐湘瑜、

黃庭嬿、江旻柔、賴育奇、蔡宓霓、

邱晶儷等九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大專

盃手球賽一般女子組 
第三名

男子拔河隊 

杜孟非凡、林江元、李嘉泰、沈峻宇、

李柏陞、黃嘉安、曾國馨 

中華民國 103 學年度「全國協會盃拔

河錦標賽」榮獲男子無限量級 
第一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02 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校外競賽成績 

系別 代表隊/個人 比賽名稱 成績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102學年度第38屆全國中正盃劍道錦標

賽女生組 
第一名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102 學年度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女生組 第四名

資訊工程系 黃嘉安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資訊工程系 陳宏文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林江元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車輛工程系 杜孟非凡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車輛工程系 李嘉泰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沈峻宇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餐旅管理系 劉育誠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無限量組 第一名

幼兒保育系 曾國馨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經理) 第一名

幼兒保育系 彭意婷 102 學年全國拔河錦標賽(經理) 第一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江立偉 
102 學年度大專盃拳擊錦標賽男子組 

75 公斤級 
第六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01 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校外競賽成績 

班級 代表隊/個人 比賽名稱 成績 

資訊工程系 張勝珉 
中華民國 102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男子乙組第一級 
第一名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 

女生組二段以上個人組 
第一名

夜幼兒保育系 簡瑩珊 
中華民國 101 學年度第 37 屆劍道錦標賽女生

組個人賽 
第一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江立偉 
中華民國 101 學年全國運動會拳擊錦標賽男

生組 75 公斤級 
第六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周詩婷 
2012 年全國駱駝盃跆拳道錦標賽社會女子色

帶組 46 公斤以下級 
第一名

機械工程系 李宗原 
2012 年全國大專院校東南盃跆拳道錦標賽黑

帶男子組 54 公斤以下級 
第二名

餐飲廚藝管理系 周詩婷 
2012 年全國大專院校東南盃跆拳道錦標賽黑

帶女子組 53 公斤級 
第四名

應用外語系 彭玉鳳 武耀龍騰柔道賽女子乙組個人賽中量級 第三名

應用外語系 彭玉鳳 
102 年清華全國柔道大亂鬥女子乙組個人賽 

中量級 
第三名

女子籃球隊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籃球運動聯賽

北二區決賽 
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