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精神總錦標  高一仁 

☆國中精神總錦標  國二愛 

 

★高中田徑總錦標  
第一名 高一仁 第二名 高二孝  第三名 高二忠   

 

☆國中田徑總錦標 
第一名 國二孝 第二名 國二忠  第三名 國一忠  

第四名 國二仁  

 

★啦啦隊   

高中第一名 高一仁 

國中第一名 國二忠 

 

☆破大會紀錄 
高一仁班沈昀曈、周耘亘、陳威如、劉  薳 參加高中 400M 接力賽以成績 

60 秒 24 破 99 學年度大會紀錄 60 秒 55  

高一仁班蔡瑜庭、楊容瑄、王庭芸、劉  薳 參加高中 1600M 接力賽以成

績 5 分 09 秒 52 破 99 學年度大會紀錄 5分 11 秒 84  

高一仁班大隊接力以成績 5 分 17 秒 52 破 77 學年度大會紀錄 5分 19 秒

19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第 四 名 第 五 名 第 六 名 備註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二仁

姓名 王庭芸 蔡宜臻 陳威如 林家綺

成績 3.79公尺 3.59公尺 3.52公尺 3.46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忠

姓名 賴姵伶 宋依庭 徐琬茹 林言芸

成績 7.31公尺 6.79公尺 6.55公尺 6.37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二孝 高二愛

姓名 沈昀曈 蔡宜臻 吳汶儒 張子妍

成績 14.18秒 14.63秒 14.97秒 15.03秒

班級 高二忠 高一仁 高二愛 高二孝

姓名 林維真 周耘亘 劉倢希 李玟霖

成績 31.1秒 32.56秒 33.22秒 33.99秒

班級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二孝

姓名 魏紫容 林宜姍 楊容瑄 邢馥麟

成績 01:18.50 01:18.65 01:20.34 01:23.58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忠

棒次1 沈昀曈 李晨瑄 劉柔佐 林孟萱

棒次2 周耘亘 洪資喻 李玟霖 張絮涵

棒次3 陳威如 林維真 蔡沛錡 林妤芩

棒次4 劉  薳 畢永瑜 吳汶儒 陳芷芸

成績 01:00.24 01:02.82 01:03.62 01:04.22

班級 高一仁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二忠

棒次1 蔡瑜庭 劉倢希 鄭喬心 阮怡群

棒次2 楊容瑄 鄭于珊 周  原 吳欣穎

棒次3 王庭芸 魏紫容 邢馥麟 黃佩萱

棒次4 劉  薳 溫佳琳 林宜姍 秦雅菲

成績 05:09.52 05:25.85 05:31.38 05:41.26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二忠 高一忠

成績 05:17.70 05:33.00 05:34.11 05:37.41

班級 高二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仁

成績 04:12.59 04:21.33 04:22.62 04:34.14

班級 高二忠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一仁 高一仁

姓名 阮怡群 劉  薳 林宜姍 楊容瑄 蔡瑜庭 周耘亘

成績 6分37秒90 6分49秒23 6分58秒29 7分01秒10 7分03秒48 7分08秒48

班級 高二忠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二孝 高二愛 高二仁

姓名 林維真 王湘玟 蔡宜臻 曾子珊 魏紫容 林盺亭

成績 6分54秒46 7分24秒47 7分27秒66 7分37秒61 7分38秒79 7分40秒28

400公尺

400接力

跳 遠

鉛 球

100公尺

200公尺

聖心女中102學年度運動會成績總表

高中部

1600接力

高一仁

破99年

大會紀

錄

1:00.57

田

 

 

賽

校園長跑

(自由組)

徑

 

 

 

 

賽

高一仁破77

年大會紀錄

5:19.19

高一仁

破99年

大會紀

錄

5:14.28

大隊接力

校園長跑

(指定組)

800徒手跑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第 四 名 第 五 名 第 六 名 備註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二仁

姓名 王庭芸 蔡宜臻 陳威如 林家綺

成績 3.79公尺 3.59公尺 3.52公尺 3.46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忠

姓名 賴姵伶 宋依庭 徐琬茹 林言芸

成績 7.31公尺 6.79公尺 6.55公尺 6.37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二孝 高二愛

姓名 沈昀曈 蔡宜臻 吳汶儒 張子妍

成績 14.18秒 14.63秒 14.97秒 15.03秒

班級 高二忠 高一仁 高二愛 高二孝

姓名 林維真 周耘亘 劉倢希 李玟霖

成績 31.1秒 32.56秒 33.22秒 33.99秒

班級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二孝

姓名 魏紫容 林宜姍 楊容瑄 邢馥麟

成績 01:18.50 01:18.65 01:20.34 01:23.58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忠

棒次1 沈昀曈 李晨瑄 劉柔佐 林孟萱

棒次2 周耘亘 洪資喻 李玟霖 張絮涵

棒次3 陳威如 林維真 蔡沛錡 林妤芩

棒次4 劉  薳 畢永瑜 吳汶儒 陳芷芸

成績 01:00.24 01:02.82 01:03.62 01:04.22

班級 高一仁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二忠

棒次1 蔡瑜庭 劉倢希 鄭喬心 阮怡群

棒次2 楊容瑄 鄭于珊 周  原 吳欣穎

棒次3 王庭芸 魏紫容 邢馥麟 黃佩萱

棒次4 劉  薳 溫佳琳 林宜姍 秦雅菲

成績 05:09.52 05:25.85 05:31.38 05:41.26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二忠 高一忠

成績 05:17.70 05:33.00 05:34.11 05:37.41

班級 高二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仁

成績 04:12.59 04:21.33 04:22.62 04:34.14

班級 高二忠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一仁 高一仁 高一仁

姓名 阮怡群 劉  薳 林宜姍 楊容瑄 蔡瑜庭 周耘亘

成績 6分37秒90 6分49秒23 6分58秒29 7分01秒10 7分03秒48 7分08秒48

班級 高二忠 高二愛 高二孝 高二孝 高二愛 高二仁

姓名 林維真 王湘玟 蔡宜臻 曾子珊 魏紫容 林盺亭

成績 6分54秒46 7分24秒47 7分27秒66 7分37秒61 7分38秒79 7分40秒28

400公尺

400接力

跳 遠

鉛 球

100公尺

200公尺

聖心女中102學年度運動會成績總表

高中部

1600接力

田

 

 

賽

校園長跑

(自由組)

徑

 

 

 

 

賽

大隊接力

校園長跑

(指定組)

800徒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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