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項目 單位 姓名 成績 備              註

1 女子25歲組 200M 高市田委會 楊欣穎 29.06 創大會、全國紀錄

2 女子25歲組 跳高 小佛訓練站 蔡佩紋 1.50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1.20M

3 女子30歲組 鐵餅 新北常青 林江株 41.37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5.84M

4 女子30歲組 鏈球 AG 何幸玫 45.40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5.41M

5 女子30歲組 標槍 台中市長青 盧弘恩 38.44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7.35M

6 女子40歲組 800M 臺南市常青 李小娟 2:50.50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2:51.6

7 女子40歲組 2000MSC 香港 郭彩霞 12:50.08 創大會紀錄

8 女子40歲組 5000MW 香港 郭夕霞 29:24.68 破大會原紀錄37:15.30

9 女子40歲組 5000MW 屏東縣常青 黃麗玲 36:47.92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7:15.30

10 女子40歲組 1600MR 香港

阮潔儀

范玉玲

郭夕霞

郭彩霞

6:19.59 創大會紀錄

11 女子40歲組 鏈球 仁德醫專 潘寶如 21.26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19.81M

12 女子45歲組 鐵餅 臺南市常青 林惠珍 35.04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4.63M

13 女子45歲組 5000MW 香港 張美儀 35:58.83 破大會原紀錄38：03.05

14 女子50歲組 5000MW 香港 鄭麗如 34:18.00 破大會原紀錄35:43.59

15 女子50歲組 三級跳遠 宜蘭縣 薛建華 4.28 創大會紀錄、全國

16 女子55歲組 100M 香港 謝華秀
14.19

(w:-0.8)
破大會原紀錄14.50

17 女子55歲組 200M 香港 謝華秀 31.46 破大會原紀錄31.59

18 女子55歲組 5000MW 香港 馬玉琴 40:46.63 創大會紀錄

19 女子55歲組 10000M 臺南市常青 黃衍齡 46:35.35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50:01.94

20 女子60歲組 10000M 新北馬拉松 劉素貞 54.28.71 破全國、原紀錄55:12.1

21 女子60歲組 400MR 香港

張杏冰

費筱霞

周愛霞

劉鳳鈴

1:31.02 破大會、原紀錄1:36.3

22 女子60歲組 1600MR 香港

劉鳳鈴

周愛霞

張杏冰

費筱霞

8:25.28 創大會紀錄

23 女子65歲組 1500M 香港 劉鳳玲 7:27.85 破大會、原紀錄7:47.63

24 女子65歲組 5000MW 香港 劉鳳玲 36:08.43 創大會紀錄

25 女子65歲組 5000MW 新竹縣 郁美雲 38:49.11 破全國、原紀錄39:19.79

26 女子65歲組 80MH 新竹縣 郁美雲 37.06 創大會、全國紀錄

27 女子65歲組 300MH 新竹縣 郁美雲 1:36.33 創大會、全國紀錄

28 女子70歲組 400M 花蓮縣常青 胡真珠 2:02.97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2:05.30

29 女子75歲組 5000MW 花蓮原住民 李楊滿妹 48:59.70 創大會、全國紀錄

30 男子25歲組 800M TMCP 黃崧桓 2:17.21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2:20.29

31 男子25歲組 1500M 交大OB 鍾明翰 4:51.19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4:59.26

32 男子25歲組 10000M 個人 陳囿任 34:28.39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6:38.17

33 男子25歲組 3000MSC 中原大學 徐逢甫 11:06.36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11:53.92

34 男子25歲組 標槍 湖口高中 羅章瑋 56.01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55.28M

35 男子30歲組 5000M 宜蘭縣常青 陳維慶 16:50.56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16: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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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男子30歲組 3000MSC 交大OB 李志浩 11:12.56 創大會、全國紀錄

37 男子30歲組 標槍 宜蘭鬥牛權 林國強 57.58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53.32M

38 男子40歲組 3000MSC 新竹市強風 和泳村 12:09.06 破大會原紀錄12.20.1

39 男子45歲組 5000MW 高市田委會 張耀仁 28:07.41 破大會原紀錄29:37.69

40 男子50歲組 5000MW 香港 蔡錦濤 32:31.46 破大會原紀錄34:23.75

41 男子50歲組 5000MW 花蓮原住民 林志光 34:13.49 破全國原紀錄34:23.75

42 男子55歲組 5000MW 香港 廖克明 29:53.39 破大會原紀錄31:38.33

43 男子55歲組 5000MW 臺南市常青 林漢森 31:26.54 破全國原紀錄35:03.59

44 男子60歲組 2000MSC 香港
Campbell,

John Reid 9:13.62 破大會原紀錄9:45.50

45 男子60歲組 5000MW 香港 張錦祥 34:57.68 破大會原紀錄37:04.10

46 男子65歲組 10000M 新北馬拉松 陳洋卿 43:56.01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44:07.7

47 男子70歲組 2000MSC 新北市常青 陳東興 11:31.38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13:16.2

48 男子70歲組 5000MW 新北市常青 陳東興 34:16.90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35:19.86

49 男子85歲組 撐竿跳高 彰化縣常青 張秋 1.00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0.50M

50 男子85歲組 標槍 屏東縣 陳清福 27.51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25.66M

51 男子90歲組 跳高 臺南市常青 盧天成 0.75 破大會、全國原紀錄0.70M

備註說明

1、綠色字體為創紀錄，藍色字體為破紀錄！

2、國外選手於大會所創最佳成績為大會成績紀錄，因飛本國國民，無法取得全國紀錄。

3、國內選手於國外所創最佳成績得為全國紀錄，因非於本會賽會，無法取得大會紀錄。

4、國內選手於本會所舉辦國內賽事成績優異，將取得大會紀錄暨全國紀錄保持人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