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健兒勇奪全大運 20金 刷新校史紀錄 

本校運動員在今年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表現亮眼，榮獲 20金 14銀 18銅佳績，

刷新校史、創下全大運得牌新紀錄，在全國 147所大專院校的總排名晉升至第六

名。本校 12月 10日在名人堂舉辦全大運清華健兒表揚大會，現場齊聚近百位優

秀運動員及教練、師長，一同分享榮耀。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特頒獎勵金給得

牌選手及教練，期勉他們再接再厲。 

全大運得牌選手脖子上都掛著獎牌出席表揚會，有些選手的獎牌數甚至多達 6

面，走動之間叮叮作響之聲不絕於耳。 

賀陳弘校長說，這是一場 20面金牌金光閃閃的慶祝會，運動員投入大量時間，

努力訓練，才能獲得如此佳績。「無體育不清華」是學校的傳統，身心都經過淬

鍊的人，才能有這樣傑出的表現，他們都是清華自強不息的模範。 

賀陳弘校長勉勵運動員有朝一日進入清華名人堂，畢業後仍支持學弟妹的運動表

現。「清華要在 2060年拿 60面金牌！」他笑說。 

蔡進步理事長致詞時說，能和那麼多表現優異的選手齊聚一堂，他感到非常榮幸。

他說，他可能不是很好的運動員，但應該是個不錯的啦啦隊。有一次梅竹賽，他

坐在校長旁邊，加油喊得比誰都大聲，因此被校長建議加入火力班一起「整頓交

通」。 

蔡進步理事長承諾，校友總會未來仍將積極贊助清華的運動員，「這是運動細胞

不好的人至少可以做的事。」他笑說。 

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原訂 5月 2日開賽，因疫情關係延至 10月 31日在國

立高雄大學舉行。比賽期間清華健兒不斷傳回捷報，成果豐碩。 

學霸運動員破大會紀錄 

由周宜辰教練、張祐華教練帶領的田徑隊，今年取得 8金 4銀 6銅的佳績，更奪

下團體錦標女子組第一名、男子組第二名，及一般男女 100公尺、一般女田徑

400公尺跨欄、一般女 4×400公尺接力及一般男鉛球共 4金。 



本校電機系大三生郭柏辰奪下一般男子標槍、鉛球冠軍，並打破一般組鉛球項目

大會紀錄，成功蟬聯冠軍。郭柏辰說，他的課餘時間幾乎都在練習，但並不覺得

苦，反而把田徑運動當成一種休閒。 

郭柏辰說，能夠「丟」出這麼好的成績，他也很驚訝，也十分感謝隊友、周宜辰

教練的鼓勵。他特別感謝蔡進步學長，「有學長的支持，以後一定能有更好的成

績。」他說。 

清華游泳隊今年共奪 5金 7銀 8銅。其中運科系大四生王皓包辦了 100公尺自由

式、200公尺自由式、4x200公尺自由式接力共 3項金牌。他說，這次比賽的狀

態很好，也很開心跟隊友一起拿金牌。 

清華女桌斷開文化連霸紀錄 

清華桌球隊今年首度闖進公開女子組金牌戰，更在決賽時上演一場精彩的逆轉勝，

從 0:2落後一路追到 3:2，後來居上，扳倒國泰女桌化身的文化大學，中斷文化

在全大運的 11連霸，勇奪金牌。 

女桌吳德成教練說，今年清華超越極限，「不可能的事都發生了！」。逆轉關鍵

在於他花了 2年時間培訓人才，期間不斷地給予選手鼓勵，建立了他們的信心，

方能一舉奪冠。 

射箭隊奪校史首面金牌 

由國家隊倪大智教練領軍的清華射箭隊，靠林詩嘉、陳盈如、古芸飛組成超強陣

容，以 6比 2擊敗中正大學，拿到校史首面女子反曲弓團體金牌。 

已升上運科系碩二的隊長林詩嘉成功扮演射箭隊靈魂角色。她說，隊友間的默契

是致勝關鍵，「競技場上著重團隊氣勢，隊員間互相鼓勵、增強信心，才能獲得

佳績。」 

林詩嘉特別感謝倪大智教練的指導。她說，教練每周都從高雄趕回新竹參與訓練，

是領導團隊不斷前進的最大動力。她也很感謝蔡進步學長的支持，「我們十分感

動，也備受鼓舞。」 



此外，羽球隊在許仁豪老師的指導下，榮獲 1 金 2銀 1銅的佳績。網球隊在鄭為

仁老師的指導下，榮獲今年一般男生組網球團體賽金牌，締造突破隊史的三連霸

紀錄。公開組拳擊隊獲得 2金 2銅佳績，一般男生組跆拳道也獲得 1金佳績。 

 

 

比賽項目 姓名 名次 種類 組別 

一般女生組田徑 4×400公尺接力 

張皓淳 

陳冠媖 

薛宇涵 

王于嘉 

1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 200公尺 黃秉皓 2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200公尺 張皓淳 5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200公尺 陳咏惠 8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800公尺自由式 許哲毓 3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800公尺自由式 楊典恩 6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蕭永淇 

王澤 

王皓 

許哲毓 

5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50公尺蝶式 莊宥綺 8 游泳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50公尺蝶式 謝祐田 2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400公尺跨欄(0.762m) 王于嘉 1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田徑 800公尺 林振國 5 田徑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二量級

(49.01-52.0kg) 
杜柏緯 1 拳擊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五量級

(60.01-64.0kg) 
洪愷均 3 拳擊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七量級

(69.01-75.0kg) 
鍾佳堯 3 拳擊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羽球雙打賽 
曾煜民 

余羽 
4 羽球 公開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800公尺 陳冠媖 8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羽球雙打賽 
蔡𡟄𡟄仙 

曾品珊 
3 羽球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跳遠 薛宇涵 1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跳遠 姚佩依 3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羽球單打賽 黃芊慈 2 羽球 公開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空手道第一量級 闕玉欣 3 空手道 公開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桌球單打賽 王建智 4 桌球 公開男生組 

公開混合組桌球混合雙打賽 
連振閎 

王姿涵 
8 桌球 公開混合組 

公開男生組羽球團體賽 

林祥安 

朱彥睿 

劉子毅 

楊子珩 

林奕銘 

何晉豪 

陳昱鈞 

汪義凡 

鄭亦淮 

8 羽球 公開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羽球單打賽 顏秀恩 1 羽球 一般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標槍(800g) 郭柏辰 1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混合組羽球混合雙打賽 
戴子為 

蔡𡟄𡟄仙 
6 羽球 一般混合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 5000公尺 黎委宣 3 田徑 一般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50公尺自由式 蕭永淇 5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00公尺混合式 王澤 7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王皓 1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王澤 2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許哲毓 4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50公尺自由式 莊宥綺 6 游泳 公開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400公尺混合式 許素馨 5 游泳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500公尺自由式 徐子翔 2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500公尺自由式 陳品年 6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徐子翔 5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高學瀚 2 游泳 一般男生組 



吳柏勳 

謝祐田 

徐子翔 

公開混合組網球混合雙打賽 
嚴堯儒 

莊佩庭 
7 網球 公開混合組 

公開女生組拳擊第八量級

(69.01-75.0kg) 
陳念琴 1 拳擊 公開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角力自由式第四級 仁飄零 2 角力 公開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桌球雙打賽 
蔡宥璿 

羅文傑 
4 桌球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0公斤級 鄒旭 1 
跆拳道

對打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羽球團體賽 

曹立元 

郭君翰 

王瑞恩 

劉諭昕 

陳士豪 

蔡漢麟 

顏毅 

吳邦愷 

郭旻軒 

林威宇 

林澤宇 

鄧楚杰 

2 羽球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羽球團體賽 

陳姵穎 

黃鈺淳 

林卉敏 

許芸愷 

黃子芸 

蘇麟雯 

徐曼瑄 

王永欣 

梁美文 

王慧 

陳宜卉 

7 羽球 一般女生組 



劉境棠 

一般女生組田徑 4×100公尺接力 

張皓淳 

王于嘉 

姚佩依 

薛宇涵 

1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1500公尺自由式 楊典恩 4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王皓 

王澤 

許哲毓 

蕭永淇 

3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200公尺蝶式 許素馨 7 游泳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蝶式 陳奕勲 3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蛙式 吳柏勳 8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仰式 高學瀚 3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謝祐田 

王羿棠 

高學瀚 

徐子翔 

1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 100公尺 黃秉皓 1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100公尺 薛宇涵 1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100公尺 陳咏恩 7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 400公尺 盧昆賢 8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400公尺 王于嘉 2 田徑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400公尺 陳冠媖 4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射擊 10公尺空氣步槍個人

賽 
陳妘筠 7 射擊 公開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田徑 100公尺跨欄(0.838m) 張皓淳 2 田徑 一般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田徑 10000公尺競走 張洧綝 3 田徑 公開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 10000公尺競走 楊書維 3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鉛球(7.26Kg) 郭柏辰 1 田徑 一般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田徑 10000公尺競走 劉怡暄 3 田徑 公開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桌球團體賽 

王姿涵 

陳亭婷 

方思涵 

1 桌球 公開女生組 



江至雅 

陳映蓁 

戴依萱 

張筑珺 

一般男生組桌球團體賽 

蔡宥璿 

程芃凱 

羅文傑 

柯若博 

謝劭偉 

王崇威 

方永騰 

彭浩恩 

徐偉晉 

徐義閎 

魏嘉彥 

4 桌球 一般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田徑標槍(800g) 徐仕緯 5 田徑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自由式 王皓 1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自由式 王澤 4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楊典恩 

許哲毓 

王澤 

王皓 

1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許素馨 6 游泳 公開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游泳 100公尺自由式 莊宥綺 6 游泳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800公尺自由式 徐子翔 3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王羿棠 8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自由式 謝祐田 3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游泳 800公尺自由式 游歆 6 游泳 一般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田徑三級跳遠 朱浩廷 5 田徑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田徑標槍(600g) 邱于庭 2 田徑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田徑鐵餅(2Kg) 周黎恩 3 田徑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46公斤級 廖雅紫 5 
跆拳道

對打 
一般女生組 

公開混合組射箭反曲弓混雙對抗賽 
李明遠 

林詩嘉 
4 射箭 公開混合組 



公開女生組射箭反曲弓個人對抗賽 林詩嘉 7 射箭 公開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00公尺自由式 許哲毓 3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400公尺自由式 楊典恩 7 游泳 公開男生組 

公開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蝶式 王皓 2 游泳 公開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蝶式 謝祐田 2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蝶式 陳奕勲 8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仰式 高學瀚 2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男生組游泳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謝祐田 

陳奕勲 

高學瀚 

徐子翔 

1 游泳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游泳 400公尺自由式 黃詠欣 7 游泳 一般女生組 

一般女生組游泳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游歆 

范瑀芯 

黃詠欣 

郭士瑜 

3 游泳 一般女生組 

公開女生組射箭反曲弓團體對抗賽 

古芸飛 

陳盈如 

林詩嘉 

1 射箭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網球團體賽 

郭立安 

李原頊 

藍國瑞 

吳秉駿 

張哲榮 

曾慶華 

李才 

李宗穎 

巫冠緯 

許育豪 

1 網球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網球團體賽 

曹毓庭 

吳立立 

許瀞予 

鄭明 

林學敏 

游雅晴 

5 網球 一般女生組 



 
 
 

  

林妏芳 

一般混合組競技啦啦團體組 

沈彥華 

張瑜 

李承哲 

陳孟泰 

傅奕軒 

吳俊諭 

謝品寬 

顏毓泰 

陳柏臻 

鄭念慈 

丁怡萱 

陳柔諼 

周雨潔 

蔡穎怡 

徐子千 

王梓娪 

劉如軒 

謝品萱 

陳英媛 

鄭艾林 

劉芷吟 

林彥廷 

阮振威 

盛子庭 

4 
競技啦

啦 
一般混合組 



本校 12月 10日在名人堂舉辦全大運清

華健兒表揚大會。 

本校12月10日在名人堂舉辦全大運清華

健兒表揚大會。 

  
賀陳弘校長(左)致贈簽名紀念球給校友

總會蔡進步理事長。 

第四到第八名的清華運動員獲贈運動束

口背包。 

  

賀陳弘校長說，清華健兒是自強不息的

模範。 

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說，未來將積極贊

助清華運動員。 

  

清華田徑隊今年勇奪共 8金 4銀 6銅的

佳績。 

清華射箭隊林詩嘉 (左一)、古芸飛 (右

二)、陳盈如 (右一)，榮獲今年公開女生

組射箭反曲弓團體對抗賽金牌。 



  

清華游泳隊今年勇奪 5金 7銀 8銅。 清華桌球隊由參賽選手方思涵同學(右

二)代表接受表揚。 

左起：總教練吳德成老師、校友總會蔡進

步理事長、賀陳弘校長、教練張語涵老師。 

 

 

清華網球隊獲一般組團體賽冠軍，締造

突破隊史的三連霸紀錄。 

清華拳擊隊今年勇奪 2金 2銅。 

  

清華羽球隊今年榮獲 1金 2銀 1銅佳績。 戴念華副校長(右二)頒贈特製的束口背

包給網球隊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