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28屆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成績紀錄表
種類
田徑

項目及成績
男子標槍：黃士峰：(81公尺27，銀牌）、鄭兆村(79公尺35，第4名)
男子跳高：向俊賢(2 公尺 28，破全國紀錄，銅牌)
男子跳遠：侯育伯(7公尺83，第5名）、林鴻敏(7公尺72，第8名）
男子 400 公尺跨欄：陳 傑(50 秒 22，第 6 名)
男子 200 公尺：楊俊瀚(21 秒 37，未進決賽，分組第 7 名)
男子 100 公尺：楊俊瀚(DQ 起跑犯規，預賽淘汰)
女子 5000 公尺：朱韻丞(預賽未出賽)
女子鐵餅：李采懌(54 公尺 80，第 6 名)
標槍資格賽：許安誼(44公尺78，第24名）、溫佳容：(44公尺47，第25名）

男子400公尺接力：楊俊瀚 陳家薰 鄭博宇 王文堂(Did not finish，預賽未晉級)
游泳 100 公尺仰式：王郁濂(58 秒 11，預賽未晉級)
400 公尺混合式：程琬容(4 分 54 秒 32，預賽未晉級)
100 公尺蛙式：李炫諺(1 分 04 秒 59，預賽未晉級)、黃硯歆(1 分 04 秒 59，預賽未晉級)
50 公尺蝶式：許志傑(25 秒 42，預賽未晉級)
4x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王郁濂、安廷耀、林建良、黃硯歆(3 分 25 秒 51，預賽未晉級)
200 公尺自由式：安廷耀(1 分 52 秒 29，預賽未晉級，25 名)、王郁濂(1 分 52 秒 60，預
賽未晉級，28 名）
200 公尺混合式：黃硯歆(2 分 08 秒 05，預賽未晉級，27 名)
200 公尺蝶式：許志傑(2 分 03 秒 03，預賽未晉級，23 名)
200 公尺蛙式：李炫諺(2 分 18 秒 75，預賽未晉級，32 名)
50 公尺仰式：王郁濂(26 秒 48，預賽未晉級，23 名）
400 公尺自由式：安廷耀(4 分 02 秒 90，預賽未晉級，22 名）
200 公尺混合式：程琬容(2 分 17 秒 45，晉級準決賽，16 名)
100 公尺自由式：王郁濂(50 秒 82，預賽未晉級，19 名)
100 公尺蝶式：程琬容(1 分 00 秒 82，預賽未晉級，19 名)
100 公尺蝶式：許志傑(55 秒 70，預賽未晉級，29 名)
50 公尺蛙式：黃硯歆(29 秒 48，預賽未晉級，47 名）、李炫諺(29 秒 52，預賽未晉級，
49 名）
50 公尺自由式：林建良(23 秒 32，預賽未晉級，24 名)
200 公尺蝶式：程琬容(2 分 15 秒 88，預賽未晉級，18 名)
4x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王郁濂、安廷耀、林建良、黃硯歆{預賽未晉級，DSQ(取消參賽
資格)}
4x100 混合式接力：王郁濂、李炫諺、許智傑、林建良(3 分 48 秒 67，預賽未晉級，第
15 名)
跳水 未參賽
水球 未參賽
競技體操 成隊分組比賽(跳馬、雙槓、單槓)：李智凱、徐秉謙、陳智郁、陳宜翔、洪仕東(地板：
41.150分、鞍馬：39.450分、吊環：42.100分、跳馬：42.800分、單槓：
39.800分、雙槓：40.075分、總分：246.125，第9名)
吊環個人賽：陳智郁(第 5 名)
韻律體操 龔芸：環（15.225）、球（14.600）、棒（15.250）、帶（14.350），總分 59.425 分，
第 21 名。

籃球

排球

足球

桌球

古妮臻：環（14.800）、球（14.650）、棒（14.000）、帶（14.400），總分57.850
分，第23名
男籃:陳盈駿、李愷諺、吳家駿、周儀翔、胡瓏貿、李啓瑋、黃聰翰、蕭順議、蘇奕晉
李德威、陳冠全、謝宗融(第 22 名)
女籃:吳宜庭、林育庭、陳采炘、黃鈴娟、鄭伊秀、楊 蓉、潘姿吟、張綺芳、王維琳
黃湘婷、魏于淳、吳盈潔(第 7 名)
男排:江天祐、劉鴻杰、張良皓、許美中、劉鴻敏、許紋誠、陳建禎、黃培閎、黃鈞璟
吳宗軒、董力億、林國鈞(第 4 名)
女排:王欣婷、吳韋華、李姿瑩、張禎尹、溫憶慈、陳怡如、洪靖淳、楊孟樺、楊怡真
吳靜婷、張瓈文、陳菀婷(第 12 名)
男足:蔡碩哲、王 睿、林約翰、陳庭揚、林昌倫、嚴和生、林哲宇、李 茂、陳昭安
吳俊青、潘文傑、陳彥睿、韋育任、柯昱廷、陳威全、黃楚軒、李峻嘉、翁偉賓
陳柏豪、王品澔(第 16 名)
女足:朱芳儀、潘亭儀、侯芳瑋、高培玲、林雅涵、張愫心、曾雯婷、卓莉珊、劉千芸
詹筆涵、賴韋汝、許翊筠、吳詩萍、鄒欣倪、李綉琴、余秀菁、陳怡萍、謝宜玲
包欣玄、潘彥昕(第 11 名)
男子團體：陳建安、江宏傑、黃聖盛、廖振珽、楊恆韋(銅牌)
女子團體：陳思羽、鄭怡靜、李依真、鄭先知、林佳慧(銀牌)
男子單打：廖振挺(16 強未晉級)、陳建安(64 強未晉級)、楊恆韋(64 強未晉級)、江宏傑
(32 強未晉級)、黃聖盛(16 強未晉級)
女子單打：林佳慧(32 強未晉級)、李依真(8 強未晉級)、陳思羽(8 強未晉級)、鄭怡靜
(8 強未晉級)、鄭先知(16 強未晉級)
男子雙打：廖振挺/楊恆韋(8 強未晉級)、江宏傑/黃聖盛(金牌)
女子雙打：鄭怡靜/李依真(銀牌)、陳思羽/鄭先知(8 強未晉級)
混合雙打：江宏傑/陳思羽(銀牌)、陳建安/鄭怡靜(銅牌)

羽球

團體賽：周天成、許仁豪、王齊麟、盧敬堯、曾敏豪、廖敏竣、戴資穎、白馭珀、許雅
晴、姜凱心、謝沛蓁、吳玓蓉(第 5 名)
男子單打：許仁豪(銅牌)、周天成(銅牌)
女子單打：戴資穎(銅牌)、許雅晴(8 強未晉級)
男子雙打：廖敏竣/曾敏豪(8 強未晉級)、周天成/許仁豪(32 強未晉級)、盧敬堯/王齊麟
(32 強未晉級)
女子雙打：謝沛蓁/吳玓蓉(16 強未晉級)、白馭珀/許雅晴(銅牌)
混合雙打：盧敬堯/姜凱心(銀牌)、曾敏豪/謝沛蓁(銅牌)、王齊麟/吳玓蓉(16 強未晉級)

網球

男子單打：楊宗樺(銅牌)、黃亮祺(第四輪未晉級)
男子雙打：彭賢尹、李欣翰(銅牌)
女子單打：張凱貞(金牌)、謝淑映(第一輪未晉級)
女子雙打：許絜瑜、李亞軒(銀牌)
混合雙打：彭賢尹、張凱貞(銅牌)
男子團體：黃亮祺、楊宗樺、彭賢尹、李欣翰(銀牌)

女子團體：張凱貞、許絜瑜、李亞軒、謝淑映(金牌)
擊劍

個人賽：徐若庭(32強賽未晉級)、林卉旻(64強賽未晉級)、鄭雅方(64強賽未晉級)
團體賽：徐若庭、林卉旻、鄭雅方(預賽淘汰)

柔道

男子第一級(60kg 以下)：黃聖庭(64 強淘汰)
男子第二級(66.1kg

73kg)：簡家宏(敗部復活第二輪淘汰)

男子第三級(73.1kg

81kg)：陳律慈(16 強淘汰)

男子第七級(100kg 以上)：李柏彥(敗部復活第二輪淘汰)
女子第一級(48kg 以下)：陳琬渝(32 強淘汰)
女子第二級(48.1kg

52kg)：陳勁穎(32 強淘汰)

女子第三級(52.1kg

57kg)：李欣芸(32 強淘汰)

女子第四級(57.1kg

63kg)：黃詩涵(第 4 名)

女子第五級(63.1kg

70kg)：商瑠羽(第 4 名)

女子第六級(70.1kg

78kg)：王思筑(敗部復活第二輪淘汰)

女子第七級(78.1kg 以上)：孫佩妤(敗部復活第一輪淘汰)
女子團體：陳琬渝、陳勁穎、李欣芸、黃詩涵、商瑠羽、王思筑、孫佩妤(第五名)
男子團體：黃聖庭、簡家宏、陳律慈、李柏彥(16 強淘汰)
跆拳道 品勢男子個人：李晟綱(第5名)
品勢女子個人：廖文暄(銅牌)
品勢男子團體：莊鈞凱、張惟傑、呂政龍(銅牌)
品勢女子團體：陳以瑄、李映萱、陳湘婷(銀牌)
品勢混合團體：李晟綱、陳以瑄(銅牌)
對打女子-46公斤：林琬婷(金牌)
對打女子-49公斤：吳紹瑜(銅牌)
對打女子-53公斤：黃韻文(銀牌)
對打女子-57公斤：陳宥庄(8強未晉級)
對打女子-62公斤：林宜青(16強未晉級)
對打女子-67公斤：莊佳佳(銀牌)
對打女子-73公斤：黃冠錡(16強未晉級)
對打女子+73公斤：邱逸姿(16強未晉級)
對打女子團體：莊佳佳、黃韻文、林宜青、黃冠錡(銅牌)
對打男子-54公斤：邱文成(8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58公斤：董人維(32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63公斤：黃丞靖(銅牌)
對打男子-68公斤：李偉豪(32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74公斤：張政壕(64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80公斤：劉威廷(銅牌)
對打男子-87公斤：簡億鑫(16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87公斤：李岳霖(32強未晉級)
對打男子團體：簡億鑫，李偉豪，黃丞靖，劉威廷(16強未晉級)
射箭

射擊

複合弓男子個人淘汰賽：林哲瑋(第一輪淘汰)、林鑫民(32強淘汰)、陳享宣(32強淘汰)
複合弓女子個人淘汰賽：林佳瑩(第一輪淘汰)、李美珍(32強淘汰)、吳亭廷(32強淘汰)
複合弓男子團體淘汰賽：林鑫民、林哲瑋、陳享宣(16強淘汰)
複合弓女子團體淘汰賽李美珍、吳亭廷、林佳瑩(8強淘汰)
複合弓男女混合：陳享宣、李美珍(16強淘汰)
反曲弓男子個人：魏均珩(第4名)、余冠燐(8強淘汰)、王厚傑(8強淘汰)
反曲弓女子個人：熊梅茜(第4名)、林詩嘉(16強淘汰)、譚雅婷(8強淘汰)
反曲弓男子團體：王厚傑、余冠燐、魏均珩(銀牌)
反曲弓女子團體：譚雅婷、林詩嘉、熊梅茜(金牌)
反曲弓混合組：魏均珩、譚雅婷(銀牌)
女子10公尺空氣步槍資格賽：廖昭美(412.7分，排名第16名，未晉級)
女子不定向飛靶資格賽：劉宛婷(57分，未晉級)
女子10公尺空氣手槍：吳佳穎(銅牌)、杜禕依姿(第7名)、馬瑞庭：361分（排名第46，
未晉級決賽）、團體總分：1122分（第6名）
男子定向飛靶資格賽：蔡亦軒(114分，未晉級，第13名)
男子10公尺空氣手槍資格賽：郭冠庭(568分，第22名）、楊睿濠(564分，第30名）
、張潞
(564分，第32名）、團體總分：1969分（第6名）
男子不定向飛靶資格賽：蔡硯丞(115分，第8名)
女子定向飛靶資格賽：羅芊雅(61分，第15名)

高爾夫 男子個人：蔡哲弘：73+73+76+74桿（並列第23）、溫禎祥：73+71+73+72桿（並列第14）
、邱瀚霆：74+76+71+72桿（第21名）
男子團體：146+144+144+144（第7名）
女子個人：彭婕：68+75+70+76桿（第6名）、伍以晴：73+76+70+75桿（第8名）、陳慈
惠：77+77+76+81+151桿（並列第29名）
女子團體：141+151+140桿（第4名）
棒球 林子崴、許凱翔、黃子鵬、呂彥青、宋家豪、王玉譜、黃亦志、彭識穎、蔡偉凡、
張閔勛、吳松勳、林志賢、李宗賢、楊岱均、蘇智傑、張皓緯、鄭鎧文、陳毅宏、
曹佑寧、王柏融、陳子鴻、林柱(金牌)
★冠亞軍戰因下雨及場地因素，與日本並列冠軍。
手球
輕艇
總計

未參賽
未參賽
6金12銀19銅 10名/137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