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高中組最高紀錄 

至 106年 11月 04日 

 男            子            組 女           子             組 

項    目 成   績  保持人 單  位 日  期 成   績  保持人 單  位 日  期 

100M 10.63 (+1.0)預 魏泰陞 海星高中 106.11.01 11.96 楊惠菁 德光女中 83.11.18 

200M 21.54 李國生 國光商工 70.10.04 24.63 楊惠菁 德光女中 83.11.20 

400M 47.31預 劉元凱 大甲高中 88.11.25 55.78 李雅惠 三重商工 86.10.02 

800M 1:53.20 陳福彬 臺東體中 90.10.06 2:09.57 李雅惠 三重商工 86.10.04 

1500M 3:55.05 陳福彬 臺東體中 90.10.04 4:34.33 黃春莉 新營高中 79.10.06 

5000M 14:58.77 李翰暄 成淵高中 101.09.29 17:28.64 江秋婷 三重商工 85.11.22 

10000M 31:38.74 李翰暄 成淵高中 101.09.26 37:23.40 吳曉秋 德光女中 88.11.26 

3000MSC 9:18.93 曾廷瑋 三重商工 103.09.26 10:58.17 黎庭妤 三重商工 100.10.08 

100MH 
(83.8cm) 

     13.90 (-0.4)預 林曉慧 長億高中 106.11.01 

110MH 
(99.1cm) 

13.84 (+1.4)預 黃世杰 錦和高中 100.10.07     

400MH 
(91.4cm)(76.2cm) 

 

51.67 吳聖傑 桃園農工 100.10.09 1:00.21 林玉婕 后綜高中 104.10.03 

跳高 2.20 向俊賢 大甲高中 100.10.09 1.81混合 吳孟珈 后綜高中 100.10.07 

撐竿跳高 4.92 陳建璋 中正高中 104.09.30 3.75 
蔡靜純 

林映彤 

虎尾高中 

士林高商 
106.11.03 

跳遠 7.56 (+1.0) 趙志堅 潮州高中 90.10.05 6.08 王淑華 竹南高中 74.10.13 

三級跳遠 15.54 許茂獅 大甲高中 73.10.06 12.51 (+1.5) 洪珮寧 海山高中 100.10.07 

鉛球 
(6kg)(4kg) 

17.84 陽伯恩 臺東高中 106.11.04 14.63 賴俐君 苑裡高中 100.10.09 

鐵餅 

(1.75kg)(1kg) 53.76 陽伯恩 臺東高中 106.11.03 49.53 李文華 鳳山商工 95.09.30 

鏈球 
(6kg)(4kg) 62.19 曾皓展 海山高工 95.10.02 50.90 許湘婷 樹林高中 106.11.01 

標槍 
(800g)(600g) 75.37 合格賽    鄭兆村 桃園農工 100.10.07 52.42 張  竹 三重高中 104.10.02 

混合運動 6742 廖書劍 虎尾高中 94.10.5-6 4874 劉亞君 三重高中 100.10.7-8 

10000MW 45:41.32 張洧睿 湖口高中 106.11.02 52:22.33 黃冠綾 虎尾高中 106.11.02 

4x100MR 41.07 

岳劉皓全 

魏泰陞 

盧浩華 

張峰瑜 

海星高中 106.11.02 47.39 

鄭唐秀 

李雅婷 

林雅欣 

黃詩涵 

桃園農工 104.10.01 

4x400MR 3:16.87   

蘇泳清 

張恩翔 

林晉璁 

吳二昌 

建國中學 105.10.03 3:48.07 

江秋婷 

曾蘭英 

傅淑萍 

李雅惠 

三重商工 85.11.23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製表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國中組最高紀錄 

至 106年 11月 04日 

 男            子            組 女           子             組 

項    目 成   績  保持人 單  位 日  期 成   績  保持人 單  位 日  期 

100M 10.81 (+0.6) 王彥和 沙鹿國中 106.11.02 12.09 (+2.0) 張秝羚 東南國中 106.11.02 

200M 21.75 (+2.0) 王彥和 沙鹿國中 106.11.04 25.03 (-2.0) 張秝羚 東南國中 106.11.04 

400M 49.96準決 王偉旭 公正國中 100.10.07 55.33 楊睿萱 麥寮高中 106.11.02 

800M 1:58.86 胡永仁 樹林高中 84.10.13 2:13.09 李雅惠 三重商工 84.10.13 

1500M 4:06.8 官原順 南港國中 68.06.23 4:43.09 雷理莎 大義國中 93.10.07 

100MH 
(76.2cm)  

     14.16 (+1.1)預 林庭瑋 大同高中 105.09.30 

110MH 
(91.4cm) 

14.75 (+0.6) 張峰瑜 宜昌國中 103.09.26     

400MH 
(83.8cm) (76.2cm) 

 

54.92 郭育杉 后綜高中 106.11.04 1:01.20 楊睿萱 麥寮高中 106.11.04 

跳高 2.03 蘇翊倫 南榮國中 94.10.06 1.78 吳孟珈 后綜高中 98.10.06 

撐竿跳高 4.21 呂岳恒 仁和國中 105.09.30 3.55 吳家如 明湖國中 103.09.26 

跳遠 7.04 (+1.7) 黃詠清 中正高中 87.10.02 5.87 (-0.9) 耿郁靜 中正高中 87.10.02 

鉛球 
(5kg)(3kg) 

15.22 廖杰陞 后綜高中 106.11.04 13.94 郭姵妤 崇文國中 103.09.26 

鐵餅 

(1.5kg)(1kg) 46.24 黃諾亞 光復國中 106.11.03 40.04 文心怡 中正國中 84.10.13 

鏈球 
(5kg)(3kg) 56.63 許元彰 清水國中 105.10.01 50.82 呂文恩 樹林高中 106.11.01 

標槍 
(700g)(500g) 60.58 合格賽 高  欣 光復國中 103.09.24 47.14 潘聖双 后綜高中 106.11.04 

混合運動 3212 傅兆玄 桃園國中 106.11.03-04 3196 林子琪 金華國中 105.10.01-02 

5000MW 23:57.18 黃柏碩 明湖國中 106.11.04 26:35.10 歐陽星宇 湖口高中 106.11.04 

4x100MR 43.29預 

廖偉安 

劉懋霖 

張弘享 

黃浩文 

桃園國中 103.09.24 47.70預 

王怡婷 

張秝羚 

張秝榕 

廖羿蕙 

東南國中 106.11.01 

4x400MR 3:28.12 

吳昊偉 

徐熙鴻 

范嘉瓘 

邱濬灝 

新泰國中 104.10.03 3:57.24 

李璦琳 

林品妤 

張艾樺 

黃紫涵 

光榮國中 95.10.02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