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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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高二忠 高二仁 高二仁 高二忠

姓名 朱翊綺 吳彥儀 李怡臻 林湘芸

成績 5.84公尺 5.72公尺 5.51公尺 5.47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二仁 高二忠 高二孝 高一忠

姓名 金柔含 吳宜庭 林宜德 曾慶葳

成績 3.39公尺 3.24公尺 3.23公尺 3.13公尺 公尺

班級 高二孝 高二仁 高一孝 高一忠

姓名 林品妤 史榳羽 曾子琳 林佳諭

成績 15.15秒 15.16秒 15.32秒 15.33秒 秒

班級 高一仁 高二孝 高二忠 高一孝

姓名 楊晴雯 李玟儀 黃香菱 曾弘麗

成績 33.57秒 33.6秒 33.61秒 33.72秒 秒

班級 高二忠 高二忠 高一孝 高二孝

姓名 李若瑜 黃依筠 林彥妤 許罌文

成績 1:17.95 1:18.49 1:19.76 1:21.50

班級 高二孝 高二仁 高一孝 高二忠

棒次1 730李玟儀 753史榳羽 632曾子琳 704林湘芸

棒次2 737潘苡瑄 759林雅淇 636鄭毓瀞 708侯玟瑜

棒次3 733林品妤 755李  旂 629胡庭瑄 713楊知穎

棒次4 734孫子淩 760邱翊珊 635楊家齊 714潘予婕

成績 01:02.45 01:02.69 01:02.76 01:04.30

班級 高二忠 高二仁 高一孝 高二孝

棒次1 707李若瑜 755李  旂 634黃渝雯 739蔡喻安

棒次2 705游千霈 752王韋婷 627李昀軒 736陳亮穎

棒次3 711黃侑柔 757李婕宇 628林彥妤 738蔡雨宸

棒次4 710黃依筠 761金柔含 633曾弘麗 735許罌文

成績 05:20.36 05:30.23 05:37.15 05:40.95

班級 高二孝 高二忠 高一孝 高一仁

成績 05:23.84 05:26.34 05:28.33 05:36.83

班級 高二忠 高二仁 高二孝 高一仁

成績 03:49.33 03:57.69 04:10.31 04:39.24

班級 高二忠 高一忠 高二孝 高二忠 高二忠 高二孝

姓名 黃依筠 林佳諭 李玟儀 李若瑜 謝嘉芳 汪香伶

成績 6'22"60 6'51"40 6'57"16 7'01"09 7'06"11 7'12"81

班級 高二忠 高二忠 高二忠 高二忠 高一忠 高二孝

姓名 林子晴 王蕾淇 李  桐 林禹薷 邱吉妮 林品妤

成績 7'30"15 7'30"78 7'49"77 7'52"72 7'57"14 7'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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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班級 國二仁 國二和 國一和 國二愛 國二孝

姓名 杜予婷 陳芝璇 潘心詠 何宇靜 張羽萱

成績 7.32公尺 6.87公尺 6.63公尺 6.26公尺 6.14公尺

班級 國一孝 國二仁 國一和 國一忠 國一仁

姓名 莊怡婷 王佳芃 曹僑云 盧郁霈 呂雨璇

成績 3.55公尺 3.37公尺 3.21公尺 3.06公尺 3.03公尺

班級 國二仁 國一忠 國一和 國一孝 國二和

姓名 李孟憶 劉  沁 張詠晴 錢宜蓁 鄭禹柔

成績 14.46秒 14.78秒 14.8秒 15.15秒 15.28秒 秒

班級 國二仁 232 國二愛 國二孝 國二和

姓名 李孟憶 國二孝 黃紫熏 鄭宇樺 蔡安妤

成績 31.39秒 潘宛欣 32.82秒 33.3秒 33.66秒 秒

班級 國一孝 國一和 國二仁 國二孝 國二忠

姓名 謝  彤 簡靖文 高瑋嬨 樊冠伶 陳宜煖

成績 01:18.34 01:20.41 01:20.71 01:20.88 01:23.69

班級 國二和 國一忠 國一和 國一愛 國二仁

棒次1 296鄭禹柔 113劉  沁 189陳俐廷 163呂孫佩 248高允晞

棒次2 283周琪淇 102李柔萱 181毛起歆 169張芷寧 251陳姿安

棒次3 285高若芸 104殷子喬 182王琇葦 166林庭瑗 247施采廷

棒次4 294潘予晴 114盧郁霈 187張詠晴 171陳映錞 241王佳芃

成績 01:02.03 01:02.54 01:04.06 01:04.12 01:04.40

班級 國二孝 國二和 國一孝 國二仁 國一仁

棒次1 232潘宛欣 292陳張凱若 124殷子詠 242王普薰 142全崎緗

棒次2 221朱宜芃 288理子宣 136謝  彤 255蘇芳琪 154劉奕伶

棒次3 228曾敏薰 290許育慈 123李諭穎 250陳妤昕 143余婕瑄

棒次4 231樊冠伶 295蔡安妤 135錢宜蓁 246杜予婷 153楊彤葳

成績 05:24.65 05:26.72 05:32.91 05:49.29 05:52.50

班級 國二和 國一孝 國一忠 國一愛 國二仁

成績 05:27.71 05:28.38 05:32.48 05:37.97 05:38.32

班級 國二孝 國二愛 國二和 國一孝 國一和

成績 03:51.38 03:52.41 04:06.98 04:30.95 04:38.22

班級 國二和 國二仁 國二和 國二和 國一孝 國一孝 國二孝 國二仁

姓名 蔡安妤 杜予婷 許育慈 周琪淇 錢宜蓁 謝彤 樊冠伶 李孟憶

成績 6'40'42 6'47'97 6'48'81 6'50'22 6'50'47 6'56'90 6'57'35 6'57'71

班級 國三忠 國三忠 國三愛 國三和 國二和 國二和 國二和 國三仁

姓名 陳昱雙 胡  謙 高嘉蔚 王俞文 戴家芮 鄭禹柔 理子宣 傅姿晴

成績 7'02"48 7'16"64 7'25"52 7'39"23 7'40"23 7'55"21 7'55"87 7'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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