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田徑新生盃成果報告書 

� 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推廣並提倡學生田徑運動興趣，儲備本校梅竹賽及大專運動會選手。

凝聚系上團結氣氛，在比賽籌備及進行的過程中，和陌生的系上或外系同學互相

切磋技藝，增進彼此情誼。 

 

二、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田徑隊。 

 

三、比賽時間：102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 

                   10 月 8 日（星期二） 

              每日 18:30 開始比賽，請提早 30 分鐘進行檢錄和暖身 

 

四、比賽地點： 清大操場。 

 

五、比賽項目： 

（一）男子組：100m、200m、400m、800m、1500m、跳遠、鉛球。 

（二）女子組：100m、200m、400m、800m、跳遠、鉛球。 

（三）團體項目：男 4*100m 接力、女 4*100m 接力、2000m 混合大隊接力。 

 

六、參加資格： 

田徑項目的體育保送生之外，凡本校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完成註冊之大一、研究

所新生及大二轉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七、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9/30 日(一)24:00 前，將報名表格寄至聯絡人信箱 

新生盃最新動態請上 FB 粉絲專業：搜尋”清華大學田徑隊” 

聯絡人：汪天韻  動機 15  0939930215 yuin8216@gmail.com 

        唐萬宜  動機 15  0988833984 

 

八、報名費繳交： 

1.以系級為單位收費，報名費 1500 元(含 300 元押金，若準時報到，會於比賽結

束後退還押金。) 

2.以人頭為單位收費，報名費 100 元。 

請報名費連同紙本報名表一併繳交。10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晚上 9:00-10:00，

至蒙明偉樓 1F 繳費。 

 



九、獎勵： 

（一）  個人項目：成績一旦超過獎金標準(見附件一)，有獎金 300 元。 

（二）  總錦標冠軍、亞軍、季軍的科系將頒發錦旗， 

        並各發現金 2000 元、1500 元、1200 元 

 

十、田徑錦標點數累計： 

    個人賽以及 4*100 公尺接力，第一至六名點數分別為：7、5、4、3、2、1。 

    大隊接力第一至六名點數分別為：14、10、8、6、4、2。 

田徑錦標點數累計第一至五名隊伍，競賽積分分別為：7、5、4、3、1 

 

十一、注意事項 ： 

 

（一）  2000 公尺大隊接力比賽辦法：女子前四棒，各跑 100 公尺； 

                                   男子後八棒，各跑 200 公尺。 

        [備註] 若男生報名人數不足，可以女生代替男生跑 200 公尺，但男生 

              不得代替女生。 

（二）  各系每項目報名人數不限，個人限報名二項（不含接力項目）。 

（三）  可自備釘鞋，但大隊接力時不得著釘鞋比賽。 

（四）  比賽前三十分鐘至檢錄處開始第一次廣播檢錄 

        比賽前五分鐘第二次廣播檢錄，逾時者當棄權論。 

        檢錄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五）  為求公平競爭，新生盃賽程不提供起跑架。 

 

 

十二、附件一：獎金標準 

 

 男子組 女子組 

100 公尺 12”50 14”50 

200 公尺 26”00 32”00 

400 公尺 60”00 72”00 

800 公尺 2’20”00 3’00”00 

1500 公尺 5’00”00 X 

跳遠 5.3m 3.9m 

鉛球 9m 6m 

 

 

 



� 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    

女子 4x100 公尺 

 

 

男子 4x100 公尺 

 

 

 



大隊接力 

 

 

男子 100 公尺 

 

 



男跳遠&女跳遠 

 
 

男子 400 公尺 

 

 

 

 



� 比賽成績比賽成績比賽成績比賽成績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組組組組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張翔喻 周子鈞 王渙清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外文系 工工系 電機系 跳遠跳遠跳遠跳遠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5.23 5.22 5.10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陳亭廷 吳秉璋 王正皓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化工系 動機系 化學系 鉛球鉛球鉛球鉛球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10.19 8.51 8.50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王奕棠 壯丹照 許為綸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不分系 數學系 化學系 100m100m100m1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12”40 12”61 12”83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許為綸 江政鉉 李育承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化學系 原科院 動機系 200m200m200m2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26”58 26”79 27”18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壯丹照 林匯耀 陳嘉賢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數學系 經濟系 工工系 404040400m0m0m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58”57 59”04 62”20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施耀凱 劉彥廷 吳文碩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工工系 科管院 動機所 800m800m800m8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2’21”79 2’31”23 2’31”45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施耀凱 葉承偉 楊元彰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工工系 化學系 電機系 1500m1500m1500m15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5’04”05 5’11”97 5’13”02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經濟系 動機系 材料系 
4x100mR4x100mR4x100mR4x100mR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52”46 53”71 53”74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第第第二名二名二名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丁品瑄 郭芳順 楊采寧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不分系 不分系 生醫聯 跳遠跳遠跳遠跳遠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3.86 3.80 3.77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胡育華 丁品瑄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工學院 不分系 鉛球鉛球鉛球鉛球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7.19 6.60 

XXXX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鄭曉琪 蔡孟霖 陳鎮宇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生醫聯 人社院 科管院 100M100M100M1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14”78 15”15 15”38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鄭曉琪 賴亭均 紀乃云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生醫聯 經濟系 經濟系 200M200M200M2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31”64 33”23 33”89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陳芝威 張育綺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生醫聯 科管院 400m400m400m4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72”68 83”80 

XXXX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陳芝葳 黃怡瑄 邱曉虹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生醫聯 數學系 計財系 800m800m800m800m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2’48”90 3’16”61 3’19”28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不分系 科管 B 人社 
4x100mR4x100mR4x100mR4x100mR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64”61 64”71 66”80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化學系 經濟系 工科 A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4’49”30 4’50”81 4’52”34 

 

總錦標總錦標總錦標總錦標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經濟系 動機系 化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