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班級大隊接力賽] 各班級賽程時間及負責老師 

 
10/21 星期一 

 
10/22 星期二 

 
10/23 星期三 

(第五場) 
10/24 星期四 

(第九場) 
10/25 星期五 
(第十三場) 

第 

一 

、 

二 

節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化工一丙 安振吉 電子一乙 陳東韋 電子一甲 黃耀宗 

土木一甲 王永順 化工一乙 李文志 創意一 王潔玲 

土木一乙 張曉亭 建築一 林正仰 能源一 張文星 

電資一 王敏憲 工程一 宋玉麒 電機一乙 黃俊發 

文發一 徐志翔 機械一甲 劉員池 材資一甲 張育銓 

資財一甲 徐煒杰   分子一 賴峓蒄 

 林威玲  張文馨  黃耀宗 

   (第六場) (第十場) (第十四場) 

第 

三 

、 

四 

節 

 

 

 

班 

週 

會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工管一乙 安振吉 材資一乙 陸志成 機械一乙 王潔玲 

工設一 王永順 工管一甲 李文志 機械一丙 張文星 

光電一 張曉亭 車輛一 林正仰 資工一 黃俊發 

互動一 王敏憲 機電一 宋玉麒 電機一甲 張育銓 

化工一甲 徐志翔 經管一 劉員池 電機一丙 賴峓蒄 

英文一 徐煒杰     

 林威玲  張文馨  黃耀宗 

 

 

10/21 星期一 
（第一場） 

10/22 星期二 
(第三場) 

10/23 星期三 
(第七場) 

10/24 星期四 
(第十一場) 

10/25 星期五 
(第十五場)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第 

六 

、 

七 

節 

英文二 安振吉 機械二甲 安振吉 化工二甲 安振吉 電機二甲 林惟鐘 電機二丙 林偉達 

經管二 黎玉東 機械二乙 郭正煜 化工二乙 張資榮 電機二乙 張資榮 電子二甲 簡名豪 

互動二 陳東韋 機械二丙 張資榮 化工二丙 陸志成 材資二甲 郭正煜 電子二乙 黃明雪 

資財二甲 張桂菱 車輛二 徐煒杰 土木二甲 陳東韋 材資二乙 張文馨 資工二 周峻忠 

  能源二 黎玉東 土木二乙 豐東洋 工管二甲 陸志成 光電二 陳家信 

 蔣憶德 機電二 任兆亮 分子二 黎玉東 工管二乙 豐東洋 工設二  

 周峻忠 電資二 豐東洋 建築二 蔣憶德 文發二 陳東韋 自動/五專 黃耀宗 

 黃耀宗  張文馨  張文馨  林威玲  林威玲 

 
（第二場） (第四場) (第八場) (第十二場) (第十六場)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比賽班級 裁判 

第 

八 

、 

九 

節 

電機三甲 安振吉 機械三甲 安振吉 機械三丙 林惟鐘 電機三丙 林惟鐘 材資三甲 林偉達 

電機三乙 黎玉東 機械三乙 郭正煜 土木三甲 張資榮 化工三丙 張資榮 資工三 簡名豪 

化工三乙 陳東韋 化工三甲 張資榮 工管三甲 陸志成 電子三甲 郭正煜 光電三 黃明雪 

材資三乙 蔣憶德 土木三乙 黃明雪 工管三乙 陳東韋 電子三乙 張文馨 文發三 周峻忠 

分子三 張桂菱 建築三 黎玉東 工設三 豐東洋 能源三 陸志成 互動三 陳家信 

車輛三 周峻忠 資財三甲 任兆亮 英文三 黎玉東 經管三 豐東洋   

   豐東洋  蔣憶德  陳東韋  黃耀宗 

 黃耀宗  張文馨  張文馨  林威玲  林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