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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言 挑戰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15.64 一

麗山國小 張銘宏 挑戰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4.0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泳將 康耘绮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0.26 一

文化泳訓 林妤真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5.78 二

秀朗鬥魚 羅芷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9.23 三

極限鐵人 莊蕙名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3.27 四

秀朗鬥魚 吳昱霈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7.37 五

百齡國小 賴思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8.05 六

秀朗泳將 陳奕葭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8.85 七

豐年國小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3.95 八

金華國小 彭紫能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4.07

雙蓮國小 范姜妤樺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5.98

鷺江國小 洪雅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0.07

興雅國小 蔡昕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0.86

成德國中 胡僑育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2.38

北投運動 林莉那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4.62

北投運動 王惠竹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6.25

木柵國小 張韻恩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2.13

金華國小 駱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20.58

雙蓮國小 葉柔岑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37.08

康橋小學 范可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4.64

文化泳訓 賴雲容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7.26

文化泳訓 王瑋伶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美國學校 吳　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3.28 一

麗湖國小 丁偉皓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4.73 二

秀朗泳將 黃品翔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6.00 三

秀朗鬥魚 林家齊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8.39 四

文化泳訓 胡睿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8.78 五



大同國小 郭耀元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1.58 六

景興國小 潘品齊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1.74 七

秀朗泳將 李愷恩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6.81 八

興雅國小 蔡政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7.68

北投運動 張竣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1.97

秀朗泳將 葉力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2.42

秀朗泳將 廖韋鈜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2.69

秀朗泳將 林冠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8.28

文化泳訓 陳柏勳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8.67

雙蓮國小 邱柏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1.59

松山運動 李　皓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1.91

中和國小 蔡祐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11.57

麗山國小 何孟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15.84

蘆洲國小 蔡定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20.33

雙蓮國小 黃啟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24.47

木柵國小 蔡善祥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34.89

百齡國小 張翔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5.44

北投運動 潘志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7.35

金華國小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7.42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黃秋梅 51歲以上女 200公尺自由式 3:54.78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張嘉家 高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24.9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王品懿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0.99 一

永吉國中 陳  薇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5.05 二

義勇救生 甘羽彤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8.79 三

文化泳訓 李泳霈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3.82 四

永吉國中 董宜安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9.50 五

北投運動 蘇紫榆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5.51 六

大同國小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9.33 七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龍行泳隊 潘億行 30-50歲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6.44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賴聰耀 51歲以上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9.3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周敬笙 高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08.28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黃瀚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16.91 一

永吉國中 簡仲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3.54 二

頂尖泳隊 林君翰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3.87 三

金華國中 潘潤煒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4.13 四

北投運動 林佳佑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9.25 五

永吉國中 楊家瑋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5.45 六

新民國中 陳建曄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8.57 七

大園泳隊 楊學聖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3:25.80 八

永吉國中 徐子晉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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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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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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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公尺自由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大同國小 盧品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47 一

社子國小 潘品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69 二

北投運動 許雅筑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19 三

成德國中 劉書秀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22 四

鱷魚運動 洪緻綺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33 五

比活力 蔡昕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77 六

成德國中 簡惠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85 七

社子國小 趙彥婷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04 八

比活力 鄭宇恩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60

興雅國小 藍晴儒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24

豐年國小 李羽甄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90

比活力 陳亭彣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5.42

比活力 陳詩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5.44

北城少泳 黃繪伃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25

SPT培訓 陳昀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27

鱷魚運動 呂依倢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42

老松國小 馮教晴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43

新泰國小 劉千若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55

北城少泳 吳沛芸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29

社子國小 花曉恬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06

比活力 鄭芮淳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97

比活力 鄭芮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9.93

老松國小 江宜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0.95

豐年國小 李芷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6.72

鱷魚運動 矢野安里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3.27

豐年國小 李智絢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3.91

雙蓮國小 龍映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50.49

鱷魚運動 周芳儀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54.76

雙蓮國小 范姜妤真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99:99.99

景興國小 張依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小 許珈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29 一

鷺江國小 陳禹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69 二

北投運動 柯宇倫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71 三

頂尖泳隊 藍奕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71 三

興雅國小 洪雋崴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27 五

比活力 廖宇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39 六

比活力 林定緯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50 七

中和國小 謝齊祥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01 八

景興國小 吳　單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97

北城少泳 何兆暄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99

中和國小 林佑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20

金華國小 王柏允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02

頂尖泳隊 劉定瑋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54

比活力 賴品儒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78

頂尖泳隊 林佑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84

百齡國小 蔡丞喆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00

景興國小 何俊緯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17

北城少泳 王彥茗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89

豐年國小 周群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14

百齡國小 蕭仕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56

中和國小 陳廷睿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89

大同國小 張祐笙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18

景興國小 黃伯頊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67

景興國小 張睿耆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09

社子國小 楊　光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17

土城少泳 陳立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21

大同國小 鄭豐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95

鷺江國小 吳翊禾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43

鱷魚運動 李政宥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76

百齡國小 蕭仕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88

大同國小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1.87



大同國小 蔣彬育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4.78

鱷魚運動 呂冠毅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6.77

社子國小 蔡博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7.04

鱷魚運動 劉祐昌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7.44

鱷魚運動 魏哲飛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40.97

鱷魚運動 周佑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50.82

鱷魚運動 沈暐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豐年國小 姚羽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87 一

秀朗海豚 郭德宓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91 二

成德國中 施宣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95 三

景興國小 楊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9.53 四

麗山國小 陳逸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9.87 五

雙蓮國小 何建怡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33 七

大園泳隊 曾晏姿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04 六

秀朗飛魚 李愷婕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56 八

秀朗飛魚 李語柔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18

成德國中 施彥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21

秀朗飛魚 蔡侑靜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95

大同國小 吳思樺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96

比活力 陳律名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98

秀朗飛魚 郭允涵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99

秀朗海豚 倪舜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27

秀朗飛魚 吳家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28

秀朗飛魚 鄭又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28

興雅國小 朱若羚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03

個人 戴家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49

秀朗飛魚 張芸慈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61

秀朗飛魚 吳倚君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92

秀朗飛魚 李怡諄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94

蘆洲國小 林芷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33

比活力 石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04



秀朗飛魚 張詩怡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96

大園泳隊 黃筠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40

大同國小 李鈺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74

成州國小 林　勻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21

蘆洲國小 李昀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30

興雅國小 林于芸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07

雙蓮國小 謝謹如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9.43

景興國小 洪于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9.76

雙蓮國小 袁　音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8.11

麗山國小 梁凱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文化泳訓 林庭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7.36 一

秀朗海豚 林宇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17 二

景興國小 許　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30 三

興雅國小 陳柏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68 四

北城少泳 覃　天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73 五

秀朗海豚 白奐恩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76 六

秀朗海豚 盧孟煜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79 七

老松國小 陳為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83 八

雙蓮國小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85

秀朗海豚 曾廷綸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42

金華國小 鄒承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05

豐年國小 李昰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88

秀朗飛魚 潘嘉榮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3

中和國小 嚴楚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5

秀朗飛魚 劉弘澤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9

成德國中 郎卜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78

雙蓮國小 李亦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79

景興國小 陳聖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83

頂尖泳隊 詹耀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11

景興國小 許甫亘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15

成德國中 柯孟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02



秀朗飛魚 吳柏叡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68

景興國小 郭書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76

興雅國小 郝祐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08

老松國小 馮教惟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81

比活力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89

蘆洲國小 劉力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93

景興國小 張依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23

金華國小 周李騫逸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37

頂尖泳隊 林書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38

秀朗飛魚 高健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66

秀朗飛魚 陳顥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21

麗山國小 曹宇閎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35

金華國小 吳誌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39

麗山國小 林子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45

比活力 盧禹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52

金華國小 汪朝臻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59

仁愛國小 李崨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06

比活力 林承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65

雙蓮國小 郭宸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83

成德國中 蔡東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37

比活力 盧禹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63

蘆洲國小 侯勁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71

成德國中 張伯熏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74

興雅國小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09

比活力 蔡函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98

秀朗飛魚 王雋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30

聖心國小 李亞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48

中和國小 蘇柏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58

成德國中 王翊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90

成德國中 林揚森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76

極限鐵人 王安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78

秀朗飛魚 李竑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99



雙蓮國小 申　揚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13

成德國中 胡凱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19

中和國小 呂廣博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95

大同國小 張祐瑜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1.50

松山運動 孫少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老松國小 柯秉昌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秀朗飛魚 徐宇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公尺仰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黃麗玲 30-50歲女 100公尺仰式 1:58.69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吳妤賢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18.57 一

景興國小 何亞璇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19.75 二

秀朗鬥魚 陳之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5.47 三

極限鐵人 莊蕙名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6.11 四

秀朗鬥魚 王妤蔚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6.25 五

秀朗泳將 林姿婷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6.72 六

文化泳訓 李姵怡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0.93 七

北投運動 王雅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4.46 八

奎山學校 甯　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4.72

北投運動 吳欣庭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7.94

北投運動 王惠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8.13

北投運動 周霈涵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9.53

北投運動 謝亞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47.67

木柵國小 周語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57.29

木柵國小 楊珮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2:18.49

麗山國小 魏慎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99:99.99

土城少泳 洪禾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中和國小 何宜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17.59 一

興雅國小 褚家帆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0.43 二

松山運動 高安邦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1.22 三

雙蓮國小 黃奕翔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1.80 四

秀朗鬥魚 林琮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1.85 五

秀朗泳將 李晏綸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1.95 六

秀朗泳將 林宸瑜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2.43 七

北投運動 謝政群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4.52 八

秀朗鬥魚 羅文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4.83

秀朗鬥魚 劉興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4.98



文化泳訓 陳柏安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5.06

大園泳隊 楊學賢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7.12

麗山國小 陳煒哲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7.74

興雅國小 沈宏旻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7.83

北投運動 陳逢維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0.14

秀朗泳將 李愷恩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3.43

百齡國小 劉恆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5.93

雙蓮國小 王謙源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7.07

百齡國小 羅琮棠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43.92

北投運動 謝宏群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47.69

雙蓮國小 劉正遠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54.67

成德國中 葉冠孟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99:99.99

成德國中 鐘曜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99:99.99

中和國小 張軒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林君翰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16.23 二

北城少泳 陳玠丞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23.57 三

文化泳訓 孫昀陽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24.00 四

雙園國中 盧義興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30.99 五

永吉國中 薛人華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05.4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土城少泳 林子晴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14.01 一

永吉國中 謝欣容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0.28 二

金華國中 李潔心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33.70 三

文化泳訓 孫昀萱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36.62 四

雙蓮國小 邱楷雯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42.23 五

頂尖飛魚 鄭其昀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99:99.99

永吉國中 曾心羽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邱寬容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14.37 一

松山家商 張馨云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0.14 二

松山家商 胡　婕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0.87 三



松山家商 林姵妤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2.21 四

松山家商 張亭宣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2.91 五

松山家商 俞欣妤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5.23 六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賴聰耀 51歲以上男 100公尺仰式 1:36.7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張吳麗卿 51歲以上女 100公尺仰式 3:32.3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龍行泳隊 潘億行 30-50歲男 100公尺仰式 1:20.33 一

義勇救生 黃榮財 30-50歲男 100公尺仰式 1:26.5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周敬笙 高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04.15 一

松山家商 林俊嚴 高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15.21 二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252525

25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公尺蛙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鱷魚運動 莊舒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79 一

鱷魚運動 洪緻綺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89 二

頂尖泳隊 陳思卉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70 三

成德國中 簡惠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1.51 四

SPT培訓 謝瑋姮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2.14 五

成德國中 劉書秀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2.48 六

鱷魚運動 呂依倢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55 七

景興國小 張依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43.47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北投運動 許予薰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4.76 一

大園泳隊 曾晏姿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5.38 二

成德國中 施宣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5.78 三

雙蓮國小 范姜妤儒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13 四

大同國小 張芸綺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94 五

秀朗海豚 劉星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74 六

大園泳隊 許晏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76 七

秀朗飛魚 陳瑀婕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90 八

秀朗海豚 劉立凡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99

金華國小 趙若雅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8.98

土城少泳 王薇涵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9.12

成德國中 施彥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9.28

麗山國小 藍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40

鱷魚運動 蔡宜庭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72

蘆洲國小 林芷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2.78

秀朗飛魚 吳家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3.78

秀朗飛魚 郭允汶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4.68

大同國小 紀欣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4.07

秀朗飛魚 郭允涵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12

秀朗飛魚 陳紀穎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17

蘆洲國小 李昀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24



景興國小 陳姮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30

景興國小 洪于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7.98

興雅國小 林于芸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41.01

景興國小 謝婕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棄權

土城少泳 洪子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葉智玄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6.86 一

景興國小 謝辰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1.01 二

北城少泳 何兆軒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2.24 三

鱷魚運動 蔡宜佑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2.48 四

土城少泳 林偉翔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2.54 五

豐年國小 林秉澄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86 六

大同國小 徐培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6.28 七

鱷魚運動 劉祐昌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7.93 八

大同國小 王茂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8.64

土城少泳 莊豐如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9.36

景興國小 黃伯頊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40.38

鱷魚運動 呂冠毅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41.6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簡暐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2.78 一

鱷魚運動 洪仕宸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3.64 二

文化泳訓 張又壬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83 三

秀朗海豚 黃冠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84 四

大同國小 張加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15 六

景興國小 羅伯特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05 五

鱷魚運動 李政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56 七

金華國小 陳柏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68 八

社子國小 郭少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6.86

老松國小 楊循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99

大同國小 江文峻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50

比活力 陳文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50

麗山國小 郭宗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06



土城少泳 翁晨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06

雙蓮國小 葉宸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28

大同國小 戴　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82

興雅國小 郝祐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0.24

頂尖泳隊 林書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0.32

成德國中 胡凱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0.85

成德國中 張伯熏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1.51

秀朗飛魚 張子濬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1.94

仁愛國小 李崨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2.99

秀朗飛魚 李冠頡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56

秀朗飛魚 潘嘉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64

成德國中 王翊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90

秀朗飛魚 李竑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9.34

豐年國小 程　顥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9.55

秀朗飛魚 高健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43.34

極限鐵人 王安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99:99.99

松山運動 黃騰鞍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趙晨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公尺蛙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連偉廷 高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王一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22.38 一

秀朗鬥魚 曹夆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23.70 二

北投運動 莊家豪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23.72 三

雙蓮國小 林軒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24.40 四

木柵國小 李承彥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1.30 五

頂尖泳隊 郭建煜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5.22 六

中和國小 許閏虹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5.79 七

興雅國小 張丞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0.06 八

鱷魚運動 黃  謙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0.64

松山運動 高振邦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0.90

秀朗泳將 林家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0.96

雙蓮國小 張懷勳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3.01

麗山國小 方彥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3.18

文化泳訓 鐘英齊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3.67

興雅國小 張子濬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4.28

百齡國小 許藤瀚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5.94

雙蓮國小 王謙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6.90

百齡國小 翁浩翔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52.15

景興國小 王晨羽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02.67

雙蓮國小 李日盛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25.44

金華國小 陳毓儒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05.6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陳冠蓁 高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28.79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曾慧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29.87 一

景興國小 施亮妤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2.43 二

秀朗鬥魚 劉立盈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4.62 三

秀朗泳將 張安琪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5.57 四



鱷魚運動 黃盈涵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7.19 五

比活力 林芸安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8.90 六

中和國小 廖珮芯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9.12 七

秀朗泳將 張喬詠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0.43 八

文化泳訓 施羿亘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0.79

中和國小 鄭絜羽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4.32

北投運動 王雅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5.55

金華國小 朱珈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5.71

奎山學校 甯　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9.61

比活力 胡廷伃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9.93

金華國小 顏　寧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0.26

百齡國小 李怡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2.28

木柵國小 陳韻心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4.16

百齡國小 郭芷綾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4.45

雙蓮國小 許瑋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5.25

雙蓮國小 謝馥羽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7.46

比活力 周采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9.80

大同國小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01.03

木柵國小 黃郁馨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04.81

金華國小 張珍瑄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09.66

大同國小 戴可樂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18.01

土城少泳 潘品璇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個人 張　愛 30-50歲女 100公尺蛙式 2:02.13 一

板橋合歡 黃麗玲 30-50歲女 100公尺蛙式 2:04.85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文化泳訓 曹菀妮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29.76 一

永吉國中 王雅芬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2.71 二

文化泳訓 林庭羽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2.83 三

永吉國中 沈囿瑄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4.50 四

金華國中 管絜潁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5.42 五

雙蓮國小 李宜潔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42.63 六



新民國中 林依庭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46.62 七

新民國中 陳宜蓁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47.30 八

頂尖飛魚 蘇丰均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54.34

豐年國小 尤敏心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2:06.73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許誌恩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17.23 一

頂尖泳隊 郭重瑋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21.26 二

永吉國中 陳彥融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21.34 三

北城少泳 陳士潔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21.70 四

松山運動 陳湘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25.97 五

景興國中 吳　攸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3.86 六

新民國中 陳昱翔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6.72 七

雙蓮國小 黃啟恩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9.56 八

景興國中 巴唐哲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9.90

新民國中 陳昭遠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53.14

頂尖飛魚 徐子鈞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棄權

永吉國中 曾憶祥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陳善倫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1:38.02 一

義勇救生 郭智興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1:42.01 二

秀朗海豚 簡武正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1:43.34 三

義勇救生 簡佑育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1:47.58 四

秀朗海豚 郭安洪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2:06.74 五

秀朗海豚 張文俊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2:10.96 六

秀朗海豚 盧翰陞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2:25.88 七

秀朗海豚 白全盛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99:99.99

不抽菸隊 蔡澄東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棄權

義勇救生 李銀櫃 30-50歲男 100公尺蛙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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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公尺自由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柳承璿 挑戰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35 一

雙蓮國小 吳佩蓉 挑戰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01 二

義勇救生 陳孟琳 挑戰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豐年國小 李佳芯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33 一

頂尖飛魚 張　芊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51 二

北投運動 張羽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69 三

鱷魚運動 莊舒涵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48 四

大同國小 盧品妤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64 五

社子國小 趙彥婷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0.26 六

比活力 許淇淇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1.16 七

比活力 楊淯晴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3.47 八

新泰國小 劉千若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6.71

北投運動 陶天樺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9.11

老松國小 馮教晴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9.85

社子國小 花曉恬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11.59

中和國小 呂子樂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4.69

老松國小 江宜璇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8.68

雙蓮國小 龍映璇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2:06.70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小 許珈銘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20 一

比活力 楊子毅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58 二

百齡國小 林　詮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96 三

豐年國小 林宥賢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64 四

百齡國小 羅立竤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91 五

中和國小 謝齊祥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52 六

頂尖泳隊 藍奕峰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2.62 七

景興國小 吳　單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31 八

頂尖泳隊 林佑丞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45

鱷魚運動 曾宗敬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5.27



金華國小 王柏允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6.08

景興國小 何俊緯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94

中和國小 許倖諴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9.25

百齡國小 蕭仕仰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0.10

中和國小 陳廷睿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4.23

豐年國小 周群庭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4.34

景興國小 張睿耆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6.77

中和國小 許肇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言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6.78 一

頂尖飛魚 施柏全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7.49 二

雙蓮國小 張健毅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96 三

秀朗泳將 陳斐曦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73 四

義勇救生 王勇智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53 五

雙蓮國小 林淙義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99 六

義勇救生 許正益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06 七

義勇救生 鄭竣鴻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17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林子云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02 一

景新泳隊 邱映瑄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83 二

秀朗海豚 葉羽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11 三

豐年國小 游善云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50 四

北投運動 馬岡充佳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90 五

麗山國小 蘇亭樺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94 六

景新泳隊 劉苡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00 七

北投運動 吳品靚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13 八

景興國小 楊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22

麗山國小 陳逸蓁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28

文化泳訓 林芯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28

豐年國小 張茹庭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46

頂尖泳隊 楊瑞曦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51

興雅國小 張君萍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99



秀朗飛魚 陳瑀婕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30

鱷魚運動 趙　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51

景興國小 黃虹蓁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12

比活力 楊婷伊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22

北投運動 柳晴若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03

景新泳隊 吳亭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69

秀朗飛魚 李愷婕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87

北投運動 呂卿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25

麗山國小 梁凱蓁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35

秀朗飛魚 莊芸如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38

秀朗飛魚 蔡侑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75

興雅國小 朱若羚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78

秀朗飛魚 鄭宇晴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08

比活力 顏伶諠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28

比活力 朱婉婷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94

雙蓮國小 李宣綺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71

麗山國小 藍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9.95

北投運動 溫芸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0.67

中和國小 金辰昕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2.99

百齡國小 蔡妤嬪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3.42

社子國小 花莉琦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6.11

大園泳隊 黃筠蓁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6.46

雙蓮國小 王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10.09

景興國小 王漫珊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百齡國小 林　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景新泳隊 方若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鄭子洋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8.22 一

松山家商 郭懷立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18 二

海山高工 楊文德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21 三

頂尖飛魚 陳冠斈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47 四

松山家商 林黃育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82 五



頂尖飛魚 張　蘅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97 六

頂尖飛魚 陳冠孝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54 七

頂尖飛魚 潘冠仁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52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張嘉家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1.45 一

松山家商 林姝妤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1.71 二

松山家商 張馨云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30 三

松山家商 邱寬容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24 四

松山家商 劉家均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63 五

松山家商 林姵妤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86 六

松山家商 胡　婕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90 七

松山家商 陳瑤慈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89 八

松山家商 周芮年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76

大園泳隊 劉慧玲 高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04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個人 張　愛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83 一

義勇救生 邱慧玲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48 二

大園泳隊 謝蕙心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0:57.53 三

秀朗海豚 鄭淑年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99:99.99

板橋合歡 葉芷妤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不抽菸隊 鍾運鈺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比活力 薛惠美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龍行泳隊 張佩菁 30-50歲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山本佑司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28 一

秀朗後援 陳國信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65 二

義勇救生 劉新嶼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16 三

大園泳隊 戴宏名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04 四

義勇救生 郭智興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86 五

秀朗海豚 簡武正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34 六

秀朗海豚 林鴻裕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12 七

秀朗海豚 鄭立信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16 八



秀朗後援 吳富翔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85

麗山國小 梁志恆 30-50歲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黃奕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79 一

木柵國小 廖冠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10 二

秀朗海豚 鄭亦夆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68 三

秀朗海豚 王桉笙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7 四

景新泳隊 李　昀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40 五

北投運動 吳秉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21 六

土城少泳 陳奕瑄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28 七

中和國小 蔡逸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41 八

秀朗海豚 林宇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43

文化泳訓 林庭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73

北投運動 林依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90

秀朗海豚 阮柏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13

新泰國小 劉宗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29

北城少泳 黃勤倫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65

中和國小 許杰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07

麗山國小 陳冠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19

秀朗海豚 盧孟煜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11

中和國小 黃博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34

北投運動 李瀚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97

老松國小 陳為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00

松山運動 徐士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08

麗山國小 何芃燊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37

景興國小 陳聖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27

景興國小 周騏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34

極限鐵人 洪誠謙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48

中和國小 嚴楚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82

成德國中 柯孟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00

比活力 陳維晨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05

秀朗飛魚 張子濬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35



個人 黃柏閎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59

興雅國小 朱韋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60

北投運動 王力逵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68

社子國小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73

頂尖泳隊 林君玹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95

北城少泳 覃　天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20

中和國小 廖崇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47

景興國小 鄒沂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55

秀朗飛魚 李冠頡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86

豐年國小 林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88

秀朗飛魚 吳柏叡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40

中和國小 林奕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65

金華國小 周李騫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74

秀朗飛魚 潘嘉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25

雙蓮國小 郭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30

景興國小 郭書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76

秀朗飛魚 胡軒翊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11

北投運動 柳皓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26

老松國小 馮教惟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56

麗山國小 曹宇閎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61

秀朗飛魚 張至軒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88

麗山國小 簡睿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75

秀朗飛魚 陳顥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51

金華國小 吳誌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54

成德國中 郎卜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61

金華國小 汪朝臻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99

景興國小 許甫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01

北投運動 余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46

中和國小 蘇柏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76

頂尖飛魚 徐境晨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02

中和國小 王柏人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09

極限鐵人 呂威智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12



秀朗飛魚 沙聲宏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38

百齡國小 張立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00

秀朗飛魚 王雋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81

成德國中 蔡東霖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84

成德國中 林揚森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1.02

豐年國小 程　顥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1.56

景興國小 黃昱豪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老松國小 柯秉昌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松山運動 孫少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大園泳隊 鄭宇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山國小 林子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中和國小 羅唯哲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中和國小 許子凌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中和國小 蘇允湛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興雅國小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林品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1.82 一

雙蓮國小 鐘盈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17 二

大同國小 傅語寧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38 三

北投運動 蕭任絜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76 四

秀朗泳將 陳靜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55 五

大園泳隊 陳聖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85 六

金華國小 陳嘉若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03 七

北投運動 賴品竹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88 八

景興國小 何亞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92

北投運動 永岡宴奈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11

麗山國小 魏慎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15

秀朗泳將 郭玲瓏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62

北投運動 陶天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95

景新泳隊 賴美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07

金華國小 王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26

豐年國小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85



北投運動 許紫柔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90

秀朗鬥魚 陳愉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03

頂尖飛魚 陳雅琪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10

景新泳隊 朱品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14

豐年國小 李慈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69

極限鐵人 游珮妘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90

松山運動 陳沛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01

秀朗泳將 葉沁予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40

鷺江國小 洪雅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42

秀朗泳將 盧宛忻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48

秀朗泳將 葉若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88

北投運動 張宇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00

百齡國小 陳佳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91

北投運動 張麗君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69

比活力 許珈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87

文化泳訓 孫語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20

金華國小 桂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94

比活力 紀凱齡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08

興雅國小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31

比活力 朱庭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89

興雅國小 阮芯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00

比活力 鄭伃倫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22

雙蓮國小 李佳玲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91

雙蓮國小 賴禹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25

成德國中 胡僑育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47

興雅國小 李育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9.19

頂尖飛魚 陳雅惠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0.24

豐年國小 王薇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3.98

北城少泳 林欣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5.20

蘆洲國小 林萱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5.88

極限鐵人 呂家芸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7.04

頂尖飛魚 張鈞涵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松山運動 山本真悠子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大同國小 鄭翔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景新泳隊 黃鈺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美國學校 王佳軒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泳將 葉旻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35 一

秀朗鬥魚 方承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57 二

個人 孫明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76 三

麗山國小 陳冠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12 四

景興國小 曲恆誼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01 五

興雅國小 李易勳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61 六

秀朗泳將 張珍主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86 七

美國學校 魏仲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19 八

秀朗泳將 陳憲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28

比活力 張鈺樽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36

北城少泳 陳士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39

北投運動 黃驛勝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43

金華國小 李遠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50

金華國小 馮日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23

松山運動 李　皓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81

中和國小 黃弋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0

松山運動 劉宜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3

木柵國小 高偉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77

比活力 張育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00

百齡國小 辛韋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17

比活力 邱垂禎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19

景興國小 許庭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04

秀朗泳將 黃稚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49

金華國小 林蔭松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33

比活力 賴正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42

北投運動 永岡寶晟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59

大園泳隊 黃智晟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99



景新泳隊 陳建龍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76

麗山國小 侯晟寧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82

木柵國小 李樸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27

比活力 李宥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40

興雅國小 范姜永仲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75

成州國小 陳廷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76

百齡國小 康　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85

成德國中 葉冠孟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97

金華國小 汪沛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08

比活力 顏恩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10

頂尖泳隊 林君育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53

極限鐵人 翁煜恩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69

美國學校 魏伯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48

北投運動 呂垠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69

仁愛國小 游睿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73

大同國小 林奕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34

成德國中 鐘曜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37

金華國小 郭志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82

興雅國小 林佑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19

興雅國小 朱群梧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04

金華國小 高鵬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13

北投運動 林宇揚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44

頂尖飛魚 趙允齊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01

更寮國小 陳梁善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49

比活力 林威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90

大園泳隊 吳丞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大園泳隊 鄭宇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北城少泳 石秉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北城少泳 王彥凱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莊哲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林淑惠 51歲以上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9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劉光羽 51歲以上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02 一

義勇救生 吳添貴 51歲以上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87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 王子翎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0.04 一

永吉國中 謝欣容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08 二

北投運動 余　晨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18 三

金華國中 陳霈耕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42 四

永吉國中 張靖惟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52 五

北城少泳 黃筱媛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14 六

永吉國中 楊學瑜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4.50 七

北投運動 林　昀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15 八

雙蓮國小 周旻樺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10

雙園國中 鄭郁靜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56

景興國中 李宜婷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85

頂尖飛魚 鄭其昀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57

景興國中 詹　捷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68

北投運動 劉鈺汶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85

三民高中 黃宥榛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36

頂尖飛魚 趙于漩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20

景興國中 陳妍伶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48

雙園國中 鄭昕蕙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55

豐年國小 尤敏心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37

雙園國中 林羿彣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32

雙園國中 黃悅軒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55

雙園國中 王姵筑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73

景興國中 許芷昀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81

景興國中 蔡宛妮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92

景興國中 林雨霈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22

頂尖飛魚 何蕙慈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63

頂尖泳隊 施又寧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12

頂尖飛魚 陳欣妤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30



景興國中 顧　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景興國中 劉姿葶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金華國中 劉采綾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美國學校 吳凱霖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廖柏翔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7.43 一

金華國中 陳奕齊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8.43 二

永吉國中 楊家瑋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8.88 三

永吉國中 許展維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14 四

景興國中 丁　群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29.53 五

雙園國中 穆泳文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19 六

金華國中 蔡及祥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47 七

永吉國中 簡如鴻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47 七

景興國中 洪瑞呈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60

金華國中 黃鉦翔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63

雙園國中 宋建亨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64

北城少泳 楊文俊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67

金華國中 陳奕孝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79

中和國小 黃煜鋌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0.95

雙園國中 巫宇晟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04

中和國小 曹哲瑋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96

雙園國中 李承恩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33

景興國中 王冠惟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44

雙園國中 張榮峻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69

金華國中 黃琮惟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70

景興國中 成立翔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72

景興國中 陳右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16

景興國中 章睿品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98

極限鐵人 陳正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14

雙蓮國小 范惟閔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23

雙園國中 王承瀚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29

松山運動 莊子毅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33



雙園國中 毛　譽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33

大園泳隊 呂睿紳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62

景新泳隊 蔡慶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00

豐年國小 張博俊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64

雙園國中 王柏森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79

景興國中 巴唐哲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28

雙園國中 李伯群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51

景興國中 葉韋麟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53

美國學校 游家康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53

景興國中 羅義鈞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66

金華國中 邱威連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04

雙園國中 張智絨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05

大園泳隊 許誠育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20

景興國中 陳冠傑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44

新民國中 宋輝煌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61

豐年國小 楊騏華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07

新民國中 高翊豪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24

景興國中 張道昕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64

景興國中 林致齊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25

景興國中 方松嶸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05

景興國中 林育熙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28

景興國中 劉緒為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98

景興國中 葉書甫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44

景興國中 卓彥泓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景興國中 戴弘年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景興國中 陳左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大園泳隊 吳丞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永吉國中 李炘杰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雙園國中 高駿宇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文化泳訓 褚秉毅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趙晨皓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公尺自由式接力公尺自由式接力

公尺自由式接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鱷魚運動 黃  瑢 洪緻綺 莊舒涵 江亞芠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90 一

比活力 陳詩涵 許淇淇 楊淯晴 蔡昕妤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5.80 二

社子國小 潘怡萱 潘品妤 李妍萱 花曉恬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6.79 三

豐年國小 李羽甄 李智絢 李芷瑜 李佳芯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5.01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葉智玄 藍奕峰 卓  勁 呂碩斌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79 一

比活力 楊子毅 賴品儒 林定緯 廖宇弘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77 二

景興國小 張境宸 吳  單 黃伯頊 王振羽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6.07 三

中和國小 許肇恩 謝齊祥 陳廷睿 許倖諴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3.95 四

北城少泳 何兆暄 吳沛芸 王彥茗 黃繪伃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6.42 五

百齡國小 林  詮 蔡丞喆 蕭仕仰 羅立竤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7.82 六

土城少泳 莊豐如 林偉翔 吳昇航 陳立丞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1.86 七

大同國小 徐培恩 鄭豐庭 張佑笙 王茂庭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3.57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A 林子云 張苪榛 張芫箏 葉羽萱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1.97 一

秀朗海豚B 郭德宓 鄭舒方 羅勻瑄 張婉柔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2.85 二

豐年國小 黃苡榛 姚羽芯 張茹庭 游善云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3.95 三

景興國小A 何珏潔 黃虹蓁 楊庭安 張柔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68 四

比活力A 李艾臨 楊婷伊 楊琇惠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86 五

秀朗海豚C 劉立凡 詹詠甯 陳穎沅 曾家榆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8.02 六

雙蓮國小 侯亮妤 何建怡 李宣綺范姜妤儒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04 七

北投運動A 呂卿華 柳晴若 許予薰 吳品靚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37 八

麗山國小 藍心妤 陳逸蓁 梁凱蓁 蘇亭樺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1.38

大園泳隊 陳苡欣 楊欣頤 曾晏姿 許晏菱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2.87

金華國小 周雨舒 汪旻理 趙若雅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3.14

秀朗飛魚B 陳瑀婕 李愷婕 張芸慈 鄭宇晴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11

北投運動B 溫芸萱 陶天樺 張羽萱 許雅筑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37

秀朗飛魚C 李語柔 郭允汶 吳家安 郭允涵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79

秀朗飛魚A 鄭又寧 陳紀穎 莊芸如 蔡侑靜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7.99

比活力B 陳律名 朱婉婷 顏伶諠 石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0.14



大同國小 吳思樺 李鈺鈴 紀欣妤 鄭秀穎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2.46

景興國小B 王漫珊 洪于雯 陳姮妤 謝婕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6.71

土城少泳 林筠芯 洪子晴 王薇涵 黃于庭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A 鄭亦夆 鄭安辰 王桉笙 黃奕誠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08.85 一

秀朗海豚B 朱彥緯 白奐恩 胡軒齊 林宇捷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2.73 二

秀朗海豚C 曾延綸 黃冠華 簡暐哲 阮柏堯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3.10 三

文化泳訓 林庭右 林庭加 張又壬 曹  譯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3.41 四

景興國小A 許  禔 周騏杰 羅伯特 趙韋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4.49 五

大同國小 謝勳毅 張加安 陳首誠 陳科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5.29 六

鱷魚運動 洪仕宸 潘宸希 江紹禎 黃  翊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5.85 七

北投運動A 王相程 周柏宏 林啟堯 吳秉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6.46 八

比活力A 陳文宇 林辰翰 陳維晨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86

社子國小 趙冠傑 葉柏辰 郭少宇 李昇璟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8.69

金華國小A 陳柏睿 盧毓崴 張力升 鄒承達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9.30

中和國小A 張軒睿 許杰弘 何召嚴 蘇允湛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35

北投運動B 李瀚傑 余柏廷 柳皓翔 王力逵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1.01

興雅國小 陳柏愷 藍凱岳 朱韋丞 柯冠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1.14

頂尖泳隊 林書楷 林君玹 趙晨堯 侯柏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1.91

蘆洲國小 陳冠華 侯勁丞 劉力綱 鍾定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2.11

豐年國小 林柏均 李昰賢 程  顥 張博勛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71

秀朗飛魚A 劉弘澤 胡軒翊 吳柏叡 陳顥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6.25

金華國小B 汪朝臻 吳誌洋 周李騫逸周塏翔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8.78

雙蓮國小 許淯傑 郭宸瑋 李亦凱 申  揚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9.06

秀朗飛魚B 潘嘉榮 潘嘉璿 王雋傑 李冠頡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9.75

景興國小B 鄒沂宸 陳聖云 黃昱豪 郭書亞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0.99

麗山國小 林子安 曹宇閎 郭宗霖 何芃燊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18

秀朗飛魚C 徐宇軒 張至軒 張子濬 李竑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98

成德國中 柯孟安 林揚森 胡凱閔 郎卜德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5.39

比活力B 林承翰 盧禹翰 盧禹承 蔡函勳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9.76

中和國小B 王柏人 徐子凌 羅唯哲 蔡逸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2.58

老松國小 陳為政 馮教惟 柯秉昌 楊循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中和國小C 呂廣博 蘇柏丞 余旻璋 林奕丞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200200200

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公尺自由式接力公尺自由式接力

公尺自由式接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黃麗玲 黃秋梅 林淑惠 林雅雯 30-50歲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3:01.00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陳田富 劉新嶼 李銀櫃 黃榮財 30-50歲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6.52 一

秀朗海豚 簡武正 白全盛 林鴻裕 鄭立信 30-50歲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3:06.26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 王子翎 管絜潁 陳霈耕 陳誼蓁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0.58 一

文化泳訓 孫昀萱 曹菀妮 李泳霈 林庭羽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4.43 二

永吉國中A 謝欣容 陳  薇 張靖惟 曾心羽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4.55 三

永吉國中B 楊學瑜 王雅芬 張靖文 沈囿瑄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17 四

北投運動 余  晨 蘇紫榆 林  昀 蒙庭蓁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41 五

景興國中A 蔡宛妮 林倪彣 李宜婷 詹  捷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9.01 六

頂尖飛魚 鄭其昀 陳欣妤 何蕙慈 蘇丰均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2.35 七

景興國中B 吳  菉 陳妍伶 顧  薇 劉姿葶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3.03 八

新民國中 林依庭 詹伃瑄 張珈瑄 陳宜蓁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6.24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張芷瑄 羅芷萱 吳昱霈 林品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1.65 一

秀朗泳將A 康耘綺 陳奕葭 劉雯妮 陳靜佳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7.16 二

北投運動A 賴品竹 王雅竹 蕭任絜 吳欣庭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2.57 三

金華國小A 陳嘉若 彭紫能 朱珈昀 王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5.34 四

鱷魚運動 劉姵吟 黃盈涵 劉姵廷 趙  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5.35 五

秀朗泳將B 葉若婷 葉沁予 盧宛忻 林姿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71 六

北投運動B 周霈涵 魏  萱 王惠竹 林佳穎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79 七

文化泳訓 林妤真 李姵怡 賴雲容 陳柔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3.60 八

北投運動C 許紫柔 張宇婕 陶天觀 謝亞秀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6.04

比活力A 林芸安 胡廷伃 楊雅雲 許珈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6.34

木柵國小 黃郁馨 林旻燕 楊珮穎 張韻恩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5.14

豐年國小 楊子萱 王薇甄 李慈芳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6.48

百齡國小 賴思嘉 郭芷綾 李怡萱 陳佳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7.42

興雅國小 蔡昕妤 王宣蘋 李易庭 阮芯憑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8.06

頂尖飛魚 陳雅琪 陳雅惠 張鈞涵 張  芊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2.90



大同國小 傅語寧 鄭翔文 戴可樂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2.95

比活力B 紀凱齡 朱庭萱 鄭伃倫 周采穎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3.31

金華國小B 桂莉婷 顏  寧 張珍瑄 駱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3.93

雙蓮國小 許瑋宸 李佳玲 賴禹璇范姜妤樺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4.90

景興國小 許穆昕 朱凱新 施亮妤 何亞璇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飛魚 張  蘅 陳冠孝 潘冠仁 陳冠斈 高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11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方承彥 曹夆瑋 林琮翰 王一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0.64 一

秀朗泳將A 許楷弘 張珍主 黃品翔 葉旻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2.72 二

雙蓮國小A 邱柏文 王謙泰 黃奕翔 林軒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3.05 三

北投運動A 陳逢維 王湘凱 莊家豪 張竣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4.52 四

金華國小A 高楷捷 侯  鈞 陳翰霖 李遠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8.03 五

興雅國小A 李易勳 褚家帆 蔡政杰 廖晟崴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0.39 六

文化泳訓 胡睿宸 陳柏勳 陳柏安 鐘英齊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3.04 七

秀朗泳將C 林宸瑜 李愷恩 黃稚晰 張哲維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82 八

中和國小 許閏虹 蔡佑鈞 張軒瑋 何宜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6.27

大園泳隊 楊學賢 吳丞翔 鄭宇傑 黃智晟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7.18

秀朗泳將B 蔡欣諺 葉力綸 李晏綸 廖韋鈜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7.58

北投運動B 周柏宇 謝政群 謝宏群 潘志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7.06

百齡國小A 張翔宇 吳彥霆 辛韋辰 許藤瀚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0.63

雙蓮國小B 蕭詳育 黃啟睿 王謙源 張懷勳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13

松山運動 劉宜儒 莊右丞 高振邦 高安邦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44

比活力 張育瑋 顏恩杰 邱垂禎 張鈺樽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4.90

麗山國小 何孟橋 侯晟寧 謝冠廷 方彥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6.29

木柵國小 高偉傑 李樸睿 蔡善祥 李承彥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7.15

興雅國小B 沈宏旻 張丞宇 張子濬范姜永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0.65

金華國小B 馮日新 林蔭松 郭志緯 陳毓儒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4.05

百齡國小B 翁浩翔 羅琮棠 劉恆愷 康  楷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7.15

頂尖泳隊 王韋翔 郭建煜 莊哲瑜 林君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北城少泳 陳羿彣 陳士澔 王彥凱 黃心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亨 柯享言 陳湘峰 林展宇 挑戰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4.05 一

義勇救生 王勇智 曾世儒 鄭竣鴻 許正益 挑戰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8.21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A 王子霆 許哲睿 黃鉦翔 陳奕齊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5.06 一

永吉國中A 楊家瑋 陳彥融 簡仲寬 薛人華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7.68 二

永吉國中B 黃瀚寬 許展維 曾憶祥 簡如鴻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4.03 三

景興國中A 成立翔 洪瑞呈 成立浩 丁  群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4.90 四

金華國中B 陳奕孝 陳庸軒 蔡及祥 潘潤煒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5.02 五

雙園國中 巫宇晟 穆泳文 宋建亨 李承恩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6.37 六

文化泳訓 朱鯨丞 孫昀陽 阮品閎 楊博丞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1.43 七

北城少泳 陳士潔 陳玠丞 丁勝峰 楊文俊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2.32 八

景興國中B 陳右融 曲展融 吳  攸 湯傑堯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8.88

景興國中C 章睿品 陳冠傑 巴唐哲 王冠惟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31

新民國中 陳建曄 宋輝煌 林泓任 陳昱翔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8.10

景興國中D 羅義鈞 高毓崴 葉韋麟 陳左融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41

景興國中E 林致齊 方松嶸 張道昕 李尚軒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3:02.28

大園泳隊 楊學聖 吳丞軒 高鈺鈞 呂睿紳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景興國中F 林育熙 劉緒為 卓彥泓 戴弘年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頂尖泳隊 許誌恩 郭重緯 林君翰 趙晨皓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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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豐年國小 李佳芯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1.32 一

大園泳隊 陳苡欣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1.84 二

頂尖飛魚 張　芊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4.10 三

頂尖泳隊 江翊廷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8.90 四

社子國小 李妍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03.21 五

秀朗泳將 謝耘欣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05.85 六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興雅國小 柯冠維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7.46 一

頂尖泳隊 卓　勁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57 二

景興國小 張境宸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2.12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林姝妤 高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5.37 一

松山家商 張靖儀 高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6.70 二

松山家商 林妍妤 高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7.57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林展宇 挑戰組男 50公尺蝶式 0:29.99 一

義勇救生 許正益 挑戰組男 50公尺蝶式 0:39.7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比活力 楊琇惠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2.58 一

秀朗海豚 鄭舒方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3.07 二

秀朗海豚 林子云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3.22 三

景興國小 張柔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3.75 四

比活力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4.09 五

雙蓮國小 侯亮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4.19 六

興雅國小 李易庭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5.61 七

秀朗海豚 羅勻瑄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5.66 八

秀朗海豚 張婉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5.91

秀朗海豚 詹詠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7.79

秀朗海豚 陳穎沅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8.19

土城少泳 林筠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1.10



麗山國小 蘇亭樺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1.77

鱷魚運動 趙　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3.41

鱷魚運動 蔡宜庭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3.44

社子國小 孫榆珊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侯柏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8.64 一

雙蓮國小 劉志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1.71 二

土城少泳 陳琮尹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2.46 三

大同國小 陳科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2.97 四

實踐國小 廖柏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3.71 五

秀朗海豚 白奐恩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4.40 六

北投運動 王相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4.51 七

秀朗海豚 朱彥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4.72 八

秀朗海豚 阮柏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6.39

秀朗海豚 鄭安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7.16

景新泳隊 李　昀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7.54

文化泳訓 林庭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79

社子國小 趙冠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83

中和國小 許杰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0.27

文化泳訓 曹　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1.09

大園泳隊 黃智煜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2.13

大園泳隊 黃智煒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3.73

金華國小 盧毓崴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4.93

松山運動 徐士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5.43

北投運動 林啟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7.76

麗山國小 何芃燊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7.84

中和國小 徐翊閎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8.15

景興國小 周騏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北城少泳 王博正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中和國小 張軒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大園泳隊 戴宏名 30-50歲男 50公尺蝶式 0:46.14 一



義勇救生 簡佑育 30-50歲男 50公尺蝶式 0:48.05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土城少泳 林昱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4.93 一

秀朗鬥魚 吳妤賢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5.69 二

鱷魚運動 劉姵吟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7.02 三

秀朗泳將 劉雯妮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7.18 四

北城少泳 陳羿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8.58 五

景新泳隊 楊郁軒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9.72 六

比活力 楊雅雲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9.99 七

比活力 林芸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0.01 八

豐年國小 李慈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2.86

秀朗鬥魚 陳愉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4.88

木柵國小 林旻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7.79

金華國小 駱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0.52

文化泳訓 陳柔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0.91

極限鐵人 游珮妘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99:99.99

景興國小 許穆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泳將 葉旻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4.19 一

土城少泳 周佑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4.99 二

頂尖泳隊 王韋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6.67 三

秀朗鬥魚 陳銘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7.69 四

美國學校 吳宇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7.81 五

實踐國小 廖廷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8.12 六

秀朗泳將 張哲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9.52 七

秀朗鬥魚 周品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0.07 八

秀朗泳將 陳憲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0.77

松山運動 莊右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0.83

雙蓮國小 蕭詳育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1.93

麗山國小 謝冠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3.61

比活力 張鈺樽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5.16

文化泳訓 楊博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6.61



豐年國小 鄭庭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6.83

麗山國小 何孟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2.83

鱷魚運動 Keelan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99:99.99

木柵國小 張祐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99:99.99

秀朗泳將 蔡欣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99:99.99

大園泳隊 鄭宇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大園泳隊 吳丞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莊哲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中和國小 張軒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中和國小 陳嘉敏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3.14 一

義勇救生 甘羽彤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7.27 二

永吉國中 張靖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7.68 三

中和國小 許詠霈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7.92 四

頂尖泳隊 郭玲菁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8.74 五

秀朗鬥魚 周沂臻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41.55 六

北投運動 蒙庭蓁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41.57 七

比活力 賴予婕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42.86 八

北投運動 劉鈺汶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46.26

景興國中 林倪彣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47.35

景興國中 吳　菉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51.98

景興國中 林雨霈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55.0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邱慧玲 30-50歲女 50公尺蝶式 1:00.79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 王子霆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0.01 一

金華國中 許哲睿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1.73 二

永吉國中 許展維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2.43 三

金華國中 李培胤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4.00 四

中和國小 黃煜珽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4.40 五

中和國小 曹哲瑋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5.05 六

奎山學校 甯　齊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5.64 七



景新泳隊 蔡慶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6.45 八

金華國中 黃琮惟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7.94

景興國中 高毓崴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8.53

景興國中 湯傑堯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8.68

景興國中 章睿品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43.25

豐年國小 張博俊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45.90

景興國中 葉韋麟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48.17

大園泳隊 吳丞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文化泳訓 孫昀陽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金華國中 陳庸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林奕伶 挑戰組女 50公尺蝶式 0:38.5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飛魚 陳冠斈 高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2.10 一

松山家商 郭懷立 高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3.39 二

松山家商 林黃育 高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3.58 三

松山家商 林俊嚴 高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3.58 三

海山高工 楊文德 高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33.77 五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200200200

200

公尺混合式公尺混合式公尺混合式

公尺混合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百齡國小 黃建華 30-50歲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6.7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陳逸慈 高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2:48.16 一

松山家商 鄭詩穎 高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4.1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鱷魚運動 劉姵吟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2.33 一

秀朗泳將 康耘绮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5.21 二

北城少泳 陳羿彣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9.42 三

文化泳訓 林妤真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0.04 四

鱷魚運動 黃盈涵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6.51 五

景新泳隊 楊郁軒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6.85 六

秀朗泳將 陳奕葭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7.14 七

北投運動 魏  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24.14 八

興雅國小 蔡昕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26.85

北投運動 林佳穎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36.57

百齡國小 郭芷綾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46.51

木柵國小 張韻恩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99:99.99

文化泳訓 蔡之綾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棄權

文化泳訓 孫語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棄權

秀朗鬥魚 張芷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北投運動 莊家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7.67 一

北城少泳 黃心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0.22 二

金華國小 侯　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0.50 三

興雅國小 褚家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2.52 四

松山運動 高安邦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3.34 五

實踐國小 廖廷宜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3.83 六

中和國小 何宜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5.79 七

大同國小 郭耀元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6.00 八

雙蓮國小 黃奕翔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0.96



文化泳訓 胡睿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3.38

興雅國小 廖晟崴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2.91

百齡國小 吳彥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6.32

百齡國小 張翔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9.14

北投運動 黃驛勝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20.08

中和國小 蔡祐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25.03

北投運動 周柏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30.31

雙蓮國小 黃啟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54.87

秀朗鬥魚 王一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亨 挑戰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22.64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陳彥融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38.97 一

永吉國中 黃瀚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6.56 二

奎山學校 甯　齊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1.42 三

文化泳訓 阮品閎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4.04 四

新民國中 林泓任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8.86 五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王品懿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8.07 一

文化泳訓 曹菀妮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0.00 二

永吉國中 陳  薇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3:03.17 三

大同國小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3:36.34 四

新民國中 張珈瑄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4:16.46 五

文化泳訓 施亮伃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252525

25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公尺仰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大同國小 謝宜瑾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14 一

景興國小 陳　晰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29 二

社子國小 潘品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65 三

北投運動 許雅筑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93 四

比活力 許淇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46 五

比活力 陳詩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52 六

大同國小 林亞萱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53 七

比活力 陳亭彣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82 八

社子國小 潘怡萱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7.34

比活力 蔡昕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7.71

鱷魚運動 江亞芠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8.54

土城少泳 黃于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8.79

興雅國小 藍晴儒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9.26

SPT培訓 謝瑋姮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37

比活力 鄭芮淳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37

比活力 鄭芮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69

比活力 鄭宇恩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71

北城少泳 黃繪伃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90

SPT培訓 陳昀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56

北城少泳 吳沛芸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2.77

豐年國小 李芷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43.31

鱷魚運動 矢野安里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50.22

豐年國小 李智絢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59.40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葉晉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2.46 一

莒光國小 林益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76 二

北投運動 柯宇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61 三

鷺江國小 陳禹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62 四

鱷魚運動 沈暐博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93 五

比活力 林定緯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37 六



興雅國小 洪雋崴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58 七

頂尖泳隊 劉定瑋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77 八

百齡國小 蔡丞喆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9.42

比活力 賴品儒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9.46

雙蓮國小 黃奕霖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9.60

土城少泳 陳立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1.38

大同國小 張祐笙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2.24

大同國小 鄭豐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3.00

豐年國小 林秉澄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3.29

百齡國小 蕭仕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3.70

鷺江國小 吳翊禾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4.94

大同國小 蔣彬育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5.46

鱷魚運動 魏哲飛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7.80

中和國小 蔡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8.21

土城少泳 莊豐如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0.68

大同國小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2.38

社子國小 楊　光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4.95

社子國小 蔡博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5.93

土城少泳 吳昇航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8.55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麗山國小 劉梓瑜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0.31 一

金華國小 周雨舒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0.47 二

景興國小 何珏潔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0.55 三

豐年國小 姚羽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10 四

麗山國小 李祐伃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50 五

比活力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97 六

大同國小 傅晨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12 七

大園泳隊 楊欣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26 八

大園泳隊 曾珮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63

比活力 楊婷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3.47

金華國小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3.90

大同國小 鄭秀穎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3.96



秀朗海豚 劉星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02

比活力 陳律名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73

金華國小 汪旻理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94

大同國小 盧品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13

秀朗飛魚 李語柔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10

秀朗飛魚 鄭又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15

秀朗飛魚 吳倚君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18

比活力 石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31

大同國小 紀欣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85

景新泳隊 吳亭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7.12

雙蓮國小 何建怡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8.06

大同國小 李鈺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9.74

秀朗飛魚 李怡諄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80

大同國小 吳思樺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26

秀朗飛魚 陳紀穎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38

秀朗飛魚 張詩怡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72

成州國小 林　勻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2.78

社子國小 花莉琦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3.61

雙蓮國小 謝謹如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3.68

雙蓮國小 袁　音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8.08

個人 戴家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棄權

比活力 朱婉婷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大同國小 謝勳毅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19.11 一

景興國小 趙韋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31 二

秀朗海豚 胡軒齊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35 三

金華國小 鄒承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98 四

社子國小 李昇璟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1.80 五

秀朗海豚 謝曜全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1.98 六

大同國小 陳首誠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2.39 七

個人 黃柏閎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2.57 八

鱷魚運動 潘宸希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14



鱷魚運動 江紹禎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60

興雅國小 藍凱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85

蘆洲國小 劉力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96

文化泳訓 王威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12

金華國小 張力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75

秀朗飛魚 潘嘉榮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79

金華國小 周塏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37

比活力 盧禹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40

雙蓮國小 郭宸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91

頂尖泳隊 詹耀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12

秀朗飛魚 胡軒翊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38

聖心國小 李亞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83

興雅國小 阮昕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85

比活力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92

豐年國小 李昰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13

秀朗飛魚 張至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38

景興國小 張依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68

雙蓮國小 郭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95

興雅國小 朱韋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9.04

比活力 盧禹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0.37

比活力 蔡函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0.81

雙蓮國小 申　揚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2.02

百齡國小 張立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4.88

中和國小 余旻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4.99

大同國小 張祐瑜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8.40

秀朗飛魚 徐宇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棄權

文化泳訓 楊光詠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公尺自由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林雅雯 30-50歲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5.40 一

義勇救生 方詠潔 30-50歲女 100公尺自由式 1:57.12 二

龍行泳隊 張佩菁 30-50歲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社子國小 李妍萱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1.60 一

秀朗泳將 謝耘欣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00.42 二

豐年國小 李羽甄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03.04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呂碩斌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2.69 一

景興國小 王振羽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7.37 二

豐年國小 林宥賢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55.90 三

鱷魚運動 曾宗敬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2:01.23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麗湖國小 丁郁倩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1.67 一

豐年國小 黃苡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1.74 二

秀朗海豚 張芮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4.28 三

秀朗海豚 張芫箏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63 四

雙蓮國小 侯亮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87 五

秀朗海豚 曾家榆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77 六

金華國小 周雨舒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8.78 七

北投運動 吳品靚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2.33 八

大同國小 傅晨寧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2.65

大同國小 盧品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4.52

文化泳訓 林芯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6.41

頂尖泳隊 楊瑞曦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0.65

雙蓮國小 李宣綺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01.30

雙蓮國小 王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38.1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侯柏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6.44 一

鱷魚運動 黃  翊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92 二



雙蓮國小 劉志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96 三

秀朗海豚 王桉笙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2.17 四

土城少泳 陳奕瑄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3.52 五

蘆洲國小 鍾定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86 六

文化泳訓 林庭加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65 七

北城少泳 黃勤倫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94 八

中和國小 何召嚴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25

百齡國小 張邑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43

文化泳訓 曹　譯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84

秀朗海豚 鄭安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8.80

豐年國小 張博勛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3.60

蘆洲國小 陳冠華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4.89

雙蓮國小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7.53

社子國小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0.93

百齡國小 郭宥騏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1.61

大園泳隊 黃智煒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1.81

雙蓮國小 李亦凱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5.94

中和國小 徐翊閎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8.69

極限鐵人 呂威智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2:0.7

成州國小 吳彥呈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大園泳隊 鄭宇翔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山本佑司 30-50歲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3.52 一

秀朗後援 陳國信 30-50歲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0.62 二

義勇救生 陳田富 30-50歲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9.26 三

麗山國小 梁志恆 30-50歲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義勇救生 簡志華 30-50歲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林品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8.65 一

大同國小 傅語寧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9.64 二

雙蓮國小 鐘盈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9.99 三

鱷魚運動 劉姵廷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16 四



秀朗泳將 陳靜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2.41 五

北投運動 賴品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4.79 六

豐年國小 楊子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0.26 七

北投運動 許紫柔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1.53 八

比活力 楊雅雲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1.60

金華國小 王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2.51

秀朗泳將 葉沁予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3.43

北投運動 吳欣庭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61

金華國小 朱珈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75

北投運動 謝亞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76

頂尖飛魚 陳雅琪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6.39

百齡國小 陳佳妤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6.08

文化泳訓 賴雲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57

北投運動 林莉那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77

比活力 周采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2.17

百齡國小 李怡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5.98

雙蓮國小 葉柔岑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6.01

木柵國小 黃郁馨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8.30

興雅國小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8.45

雙蓮國小 李佳玲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1.75

木柵國小 楊珮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6.09

極限鐵人 呂家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15.18

景興國小 朱凱新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北投運動 周霈涵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美國學校 王佳軒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林軒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6.41 一

金華國小 侯　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9.83 二

美國學校 吳　迪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05 三

麗湖國小 丁偉皓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53 四

秀朗鬥魚 林家齊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55 五

秀朗鬥魚 方承彦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58 六



北投運動 王湘凱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1.08 七

木柵國小 李承彥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1.23 八

金華國小 高楷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1.79

興雅國小 李易勳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3.66

美國學校 吳宇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5.16

秀朗泳將 張珍主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5.73

美國學校 魏仲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5.90

麗山國小 方彥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7.56

秀朗泳將 廖韋鈜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93

興雅國小 蔡政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26

文化泳訓 陳柏勳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57

雙蓮國小 王謙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84

雙蓮國小 張懷勳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0.00

秀朗泳將 葉力綸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0.31

金華國小 李遠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22

雙蓮國小 王謙源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86

雙蓮國小 邱柏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3.11

豐年國小 鄭庭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3.14

比活力 張育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02

百齡國小 許藤瀚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54

景興國小 許庭瑜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00

金華國小 林蔭松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04

金華國小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41

北城少泳 石秉諺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9.30

百齡國小 羅琮棠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9.74

大園泳隊 黃智晟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9.99

景興國小 王晨羽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3.14

百齡國小 劉恆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3.56

木柵國小 李樸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4.76

北投運動 謝宏群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5.48

極限鐵人 翁煜恩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0.02

興雅國小 范姜永仲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0.27



金華國小 郭志緯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9.19

金華國小 高鵬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53.97

蘆洲國小 吳居祐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 王子翎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6.90 一

金華國中 陳霈耕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1.85 二

金華國中 陳誼蓁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2.09 三

北投運動 余　晨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2.98 四

三民高中 李世婕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6.26 五

永吉國中 楊學瑜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7.98 六

雙園國中 鄭郁靜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8.31 七

永吉國中 張靖惟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9.04 八

永吉國中 董宜安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4.59

北投運動 蘇紫榆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5.07

新民國中 林依庭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6.14

雙園國中 鄭昕蕙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52

雙園國中 黃悅軒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3.08

雙園國中 林羿彣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4.12

頂尖飛魚 陳欣妤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9.29

新民國中 詹伃瑄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2.33

景興國中 劉姿葶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雙蓮國小 周旻樺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廖柏翔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0:59.29 一

金華國中 許哲睿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2.43 二

雙園國中 穆泳文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3.30 三

金華國中 陳奕齊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3.55 四

金華國中 潘潤煒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6.41 五

景興國中 成立浩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6.71 六

金華國中 蔡及祥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6.91 七

雙園國中 巫宇晟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7.57 八

雙園國中 李承恩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9.80



松山運動 陳湘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16

景興國中 洪瑞呈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52

永吉國中 簡如鴻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62

文化泳訓 朱鯨丞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08

雙園國中 宋建亨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84

SPT培訓 江浩誠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87

新民國中 陳建曄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3.81

雙園國中 張榮峻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4.57

三民高中 吳居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6.69

雙園國中 毛　譽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6.93

大園泳隊 呂睿紳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7.27

雙園國中 王承瀚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00

大園泳隊 楊學聖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72

雙園國中 李伯群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0.70

雙園國中 王柏森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10

北城少泳 丁勝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70

美國學校 游家康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39

雙園國中 張智絨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58

新民國中 宋輝煌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90

豐年國小 楊騏華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8.40

新民國中 高翊豪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9.83

景興國中 羅義鈞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0.84

景興國中 陳冠傑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4.70

景興國中 林致齊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1.03

景興國中 葉書甫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4.78

景興國中 李尚軒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57.50

頂尖飛魚 徐子鈞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永吉國中 李炘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永吉國中 徐子晉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雙園國中 高駿宇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趙晨皓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金華國中 黃鉦翔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樹人家商 魏麟蘋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5.29 一

松山家商 劉家均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78 二

松山家商 宋昕昀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4.14 三

松山家商 周芮年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5.52 四

松山家商 陳瑤慈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6.30 五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黃秋梅 51歲以上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秀朗海豚 張吳麗卿 51歲以上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周煒霖 高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1.39 一

松山家商 鄭子洋 高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1.70 二

頂尖飛魚 張　蘅 高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1.92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柳承璿 挑戰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0.11 一

義勇救生 王韻筑 挑戰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9.43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亨 挑戰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0:57.34 一

秀朗泳將 陳斐曦 挑戰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7.63 二

義勇救生 曾世儒 挑戰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義勇救生 王勇智 挑戰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505050

50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公尺仰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百齡國小 黃建華 30-50歲男 50公尺仰式 0:38.90 一

義勇救生 陳田富 30-50歲男 50公尺仰式 0:53.2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呂芝妍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94 一

大同國小 謝宜瑾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95 二

景興國小 陳　晰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0.85 三

老松國小 吳承怜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1.30 四

大同國小 林亞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5.74 五

北投運動 張羽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12 六

北投運動 陶天樺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57 七

比活力 楊淯晴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82 八

鱷魚運動 江亞芠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0.07

社子國小 潘怡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1.10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陳孟琳 挑戰組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呂碩斌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35 一

興雅國小 柯冠維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78 二

百齡國小 羅立竤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86 三

鱷魚運動 沈暐博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5.36 四

比活力 楊子毅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7.94 五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林雅雯 30-50歲女 50公尺仰式 0:47.60 一

大園泳隊 謝蕙心 30-50歲女 50公尺仰式 1:10.94 二

板橋合歡 葉芷妤 30-50歲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景興國小 何珏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2.12 一

秀朗海豚 葉羽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2.63 二

麗山國小 劉梓筠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2.85 三

秀朗海豚 張芮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37 四



比活力 楊琇惠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89 五

豐年國小 黃苡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17 六

秀朗海豚 郭德宓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48 七

景新泳隊 邱映瑄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57 八

比活力 李艾臨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57

麗山國小 李祐伃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62

土城少泳 林筠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9.28

大園泳隊 楊欣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26

大園泳隊 曾珮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38

金華國小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70

比活力 顏伶諠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3.00

大同國小 鄭秀穎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4.14

金華國小 汪旻理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5.18

北投運動 溫芸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06

景興國小 王漫珊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7.03

百齡國小 蔡妤嬪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99:99.99

百齡國小 林　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鄭詩穎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7.61 一

松山家商 張亭宣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9.07 二

松山家商 俞欣妤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9.15 三

松山家商 宋昕昀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5.27 四

大園泳隊 劉慧翎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59.78 五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黃奕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9.85 一

大同國小 謝勳毅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67 二

土城少泳 陳琮尹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1.40 三

秀朗海豚 胡軒齊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2.27 四

中和國小 何召嚴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45 五

景興國小 羅伯特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65 六

實踐國小 廖柏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4.08 七

北投運動 吳秉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4.14 八



中和國小 蔡逸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21

成州國小 吳彥呈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68

新泰國小 劉宗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75

社子國小 李昇璟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93

秀朗海豚 謝曜全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29

北投運動 周柏宏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8.41

大同國小 陳首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8.45

鱷魚運動 潘宸希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8.58

比活力 陳文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9.12

北投運動 王力逵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9.98

興雅國小 藍凱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98

鱷魚運動 江紹禎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2.75

中和國小 廖崇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4.45

金華國小 周塏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4.63

金華國小 張力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6.41

興雅國小 阮昕樺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1.35

景興國小 黃昱豪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4.16

中和國小 林奕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7.23

文化泳訓 王威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99:99.99

中和國小 許子凌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文化泳訓 楊光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中和國小 蘇允湛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中和國小 張軒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林淑惠 51歲以上女 50公尺仰式 1:01.3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小 陳嘉若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6.60 一

秀朗鬥魚 吳昱霈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7.96 二

土城少泳 林昱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8.12 三

大園泳隊 陳聖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8.84 四

秀朗鬥魚 王妤蔚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9.83 五

秀朗泳將 林姿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9.97 六



景新泳隊 賴美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0.24 七

秀朗鬥魚 陳之容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0.77 八

秀朗泳將 郭玲瓏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1.19

金華國小 彭紫能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1.42

松山運動 陳沛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1.81

文化泳訓 李姵怡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08

景新泳隊 黃鈺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10

秀朗泳將 葉若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10

比活力 許珈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16

景新泳隊 朱品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86

豐年國小 楊子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86

北投運動 張宇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13

興雅國小 李育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0.84

興雅國小 阮芯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0.87

木柵國小 周語宸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0.88

雙蓮國小 賴禹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95

木柵國小 陳韻心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3.18

比活力 鄭伃倫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3.56

金華國小 桂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3.70

文化泳訓 王瑋伶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比活力 朱庭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大同國小 鄭翔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個人 孫明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5.93 一

秀朗泳將 許楷弘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6.55 二

秀朗鬥魚 林琮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7.06 三

景興國小 曲恆誼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7.99 四

秀朗泳將 林宸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8.16 五

麗山國小 陳煒哲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8.74 六

秀朗泳將 李晏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8.82 七

中和國小 許閏虹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9.05 八

大園泳隊 楊學賢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9.20



秀朗鬥魚 羅文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00

秀朗鬥魚 劉興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26

文化泳訓 陳柏安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84

興雅國小 沈宏旻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1.14

比活力 楊士賢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1.73

鱷魚運動 黃  謙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2.64

中和國小 黃弋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2.76

金華國小 馮日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16

興雅國小 廖晟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33

比活力 賴正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98

蘆洲國小 蔡定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78

比活力 顏恩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49

麗山國小 侯晟寧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88

秀朗泳將 黃稚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91

比活力 李宥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47

雙蓮國小 劉正遠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48

百齡國小 康　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89

金華國小 汪沛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4.07

雙蓮國小 李日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6.75

興雅國小 朱群梧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9.13

頂尖飛魚 趙允齊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99:99.9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曾心羽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6.74 一

金華國中 陳誼蓁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7.76 二

秀朗鬥魚 周沂臻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8.27 三

北城少泳 黃筱媛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9.12 四

文化泳訓 李泳霈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9.12 四

中和國小 許詠霈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9.63 六

北投運動 蒙庭蓁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1.11 七

金華國中 李潔心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1.37 八

北投運動 林　昀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2.39

雙蓮國小 邱楷雯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4.56



新民國中 陳宜蓁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6.20

頂尖飛魚 何蕙慈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7.92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飛魚 施伯全 挑戰組男 50公尺仰式 0:30.80 一

雙蓮國小 張健毅 挑戰組男 50公尺仰式 0:36.24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 王子霆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30.20 一

永吉國中 薛人華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30.31 二

文化泳訓 朱鯨丞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36.42 三

北城少泳 楊文俊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37.76 四

景興國中 曲展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38.47 五

雙園國中 盧義興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40.90 六

三民高中 吳居翰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42.25 七

雙蓮國小 范惟閔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43.79 八

金華國中 邱威連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0:44.76

金華國中 陳庸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公尺蝶式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劉姵廷 鱷魚運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19.31 一

蕭任絜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20.06 二

張芷瑄 秀朗鬥魚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20.74 三

賴思嘉 百齡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37.91 四

范姜妤樺 雙蓮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37.92 五

魏  萱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42.32 六

陳柔安 文化泳訓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47.54 七

林旻燕 木柵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48.17 八

林佳穎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54.91

蔡之綾 文化泳訓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2:09.76

許穆昕 景興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棄權

洪禾芸 土城少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棄權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簡仲寬 永吉國中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5.61 一

陳玠丞 北城少泳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8.07 二

林佳佑 北投運動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8.42 三

湯傑堯 景興國中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30.53 四

阮品閎 文化泳訓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32.20 五

林泓任 新民國中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39.30 六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林奕伶 義勇救生 挑戰組女 100公尺蝶式 1:27.58 一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王湘凱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18.16 一

黃品翔 秀朗泳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18.68 二

王韋翔 頂尖泳隊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0.76 三

張哲維 秀朗泳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3.63 四

周品佑 秀朗鬥魚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4.52 五

陳冠綸 麗山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5.25 六

謝政群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8.12 七

陳逢維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8.26 八



潘品齊 景興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8.93

陳銘韋 秀朗鬥魚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9.95

蔡欣諺 秀朗泳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1.42

鐘英齊 文化泳訓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2.13

辛韋辰 百齡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4.25

吳彥霆 百齡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6.00

蕭詳育 雙蓮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7.25

張竣哲 北投運動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8.28

謝冠廷 麗山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40.53

楊博丞 文化泳訓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44.99

張祐維 木柵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52.23

蔡善祥 木柵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58.92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黃榮財 義勇救生 30-50歲男 100公尺蝶式 1:27.88 一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林展宇 松山運動 挑戰組男 100公尺蝶式 1:05.76 一

崔景皓 義勇救生 挑戰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9.61 二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周煒霖 松山家商 高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06.59 一

陳柏綺 松山家商 高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09.05 二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魏麟蘋 樹人家商 高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12.17 一

張靖儀 松山家商 高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18.66 二

林妍妤 松山家商 高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21.03 三

姓名 單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陳嘉敏 中和國小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10.24 一

林子晴 土城少泳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11.70 二

郭玲菁 頂尖泳隊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25.47 三

李世婕 三民高中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26.55 四

張靖文 永吉國中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34.82 五

孫昀萱 文化泳訓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41.18 六

張珈瑄 新民國中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2:12.54 七



施亮伃 文化泳訓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505050

5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公尺蛙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鱷魚運動 黃　瑢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22 一

頂尖泳隊 呂芝妍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9.19 二

頂尖泳隊 陳思卉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3.12 三

中和國小 呂子樂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21.61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葉智玄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02 一

中和國小 許倖諴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3.45 二

北投運動 陳建宇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5.73 三

中和國小 林佑宸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12.87 四

土城少泳 林偉翔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9.58 五

大同國小 王茂庭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27.21 六

大同國小 徐培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40.32 七

景興國小 王振羽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方詠潔 30-50歲女 50公尺蛙式 0:58.47 一

秀朗海豚 鄭淑年 30-50歲女 50公尺蛙式 1:42.94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景興國小 張柔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7.53 一

麗湖國小 丁郁倩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9.07 二

康橋小學 范可芸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51 三

北投運動 許予薰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79 四

秀朗海豚 張婉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99 五

景興國小 謝婕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67 六

秀朗海豚 羅勻瑄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88 七

北投運動 柳晴若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2.39 八

北投運動 馬岡充佳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2.82

秀朗海豚 張芫箏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3.88

景新泳隊 劉苡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4.17

麗山國小 劉梓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5.44

北投運動 呂卿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5.57



興雅國小 張君萍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30

大同國小 張芸綺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73

秀朗海豚 劉立凡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81

秀朗海豚 曾家榆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84

大園泳隊 許晏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8.55

金華國小 趙若雅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0.07

豐年國小 張茹庭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0.83

比活力 李艾臨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3.39

土城少泳 王薇涵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4.58

秀朗海豚 倪舜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5.07

秀朗飛魚 郭允汶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11.01

中和國小 金辰昕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17.16

景興國小 陳姮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土城少泳 洪子晴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陳逸慈 高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1.52 一

松山家商 陳冠蓁 高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1.73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木柵國小 廖冠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37 一

北投運動 林依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6.61 二

秀朗海豚 簡暐哲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7.80 三

秀朗海豚 曾廷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32 四

北投運動 王相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35 五

景興國小 趙韋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70 六

秀朗海豚 黃冠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89 七

極限鐵人 洪誠謙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93 八

百齡國小 張邑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65

百齡國小 郭宥騏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96

文化泳訓 張又壬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3.12

鱷魚運動 李政燁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3.83

大同國小 張加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27

北投運動 林啟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34



蘆洲國小 陳冠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63

金華國小 陳柏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82

社子國小 郭少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6.37

蘆洲國小 鍾定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6.80

北投運動 周柏宏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32

北投運動 余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78

大同國小 江文峻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10

中和國小 黃博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26

比活力 林辰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49

老松國小 楊循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72

頂尖泳隊 林君玹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0.08

比活力 陳維晨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0.72

北投運動 柳皓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1.59

北投運動 李瀚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1.60

中和國小 王柏人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1.84

麗山國小 郭宗霖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2.47

雙蓮國小 葉宸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4.57

景興國小 鄒沂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5.01

中和國小 呂廣博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12.09

麗山國小 簡睿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12.74

中和國小 余旻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27.70

頂尖飛魚 徐境晨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大同國小 戴　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土城少泳 翁晨霖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松山運動 黃騰鞍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北城少泳 王博正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曾慧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2.73 一

秀朗泳將 劉雯妮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3.55 二

景興國小 施亮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3.75 三

秀朗鬥魚 羅芷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4.29 四

中和國小 廖珮芯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4.42 五



秀朗鬥魚 劉立盈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5.40 六

秀朗泳將 張安琪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5.75 七

文化泳訓 施羿亘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6.82 八

北投運動 陶天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7.73

中和國小 鄭絜羽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8.70

康橋小學 范可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8.72

秀朗泳將 張喬詠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9.53

比活力 胡廷伃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09

金華國小 顏　寧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11

北投運動 張麗君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82

雙蓮國小 許瑋宸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91

雙蓮國小 謝馥羽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4.15

比活力 紀凱齡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6.00

金華國小 張珍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9.97

大同國小 戴可樂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7.43

頂尖飛魚 陳雅惠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11.92

蘆洲國小 林萱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99:99.99

北城少泳 林欣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99:99.99

豐年國小 王薇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99:99.99

頂尖飛魚 張鈞涵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景興國小 朱凱新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松山運動 山本真悠子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大同國小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土城少泳 潘品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劉光羽 51歲以上男 50公尺蛙式 0:52.01 一

義勇救生 吳添貴 51歲以上男 50公尺蛙式 0:53.20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曹夆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37.99 一

土城少泳 周佑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38.13 二

金華國小 高楷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0.05 三

北城少泳 陳士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2.37 四



北城少泳 黃心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2.56 五

松山運動 劉宜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3.00 六

秀朗泳將 許楷弘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3.99 七

比活力 楊士賢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44 八

興雅國小 張丞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96

頂尖泳隊 郭建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6.00

北投運動 周柏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6.48

興雅國小 張子濬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6.87

松山運動 莊右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7.43

松山運動 高振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7.50

秀朗泳將 林家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8.67

木柵國小 高偉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9.63

秀朗泳將 林冠瑋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9.99

蘆洲國小 吳居祐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67

百齡國小 翁浩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3.25

金華國小 陳毓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81

仁愛國小 游睿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5.49

成州國小 陳廷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6.29

頂尖泳隊 林君育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6.60

大同國小 林奕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52

北投運動 呂垠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96

興雅國小 林佑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8.75

北投運動 林宇揚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8.80

更寮國小 陳梁善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鱷魚運動 Keelan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比活力 邱垂禎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景新泳隊 陳建龍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美國學校 魏伯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北城少泳 王彥凱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連偉廷 高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7.50 一

頂尖飛魚 潘冠仁 高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72 二



頂尖飛魚 陳冠孝 高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5.23 三

松山家商 陳柏綺 高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 王雅芬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2.32 一

文化泳訓 林庭羽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2.73 二

金華國中 管絜潁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3.88 三

永吉國中 沈囿瑄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3.94 四

景興國中 詹　捷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5.93 五

雙蓮國小 李宜潔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6.65 六

景興國中 陳妍伶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7.97 七

景興國中 李宜婷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9.23 八

景興國中 林倪彣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9.36

比活力 賴予婕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9.44

景興國中 吳　菉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0.15

景興國中 蔡宛妮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1.65

頂尖飛魚 蘇丰均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4.21

三民高中 黃宥榛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4.25

景興國中 許芷昀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4.55

頂尖泳隊 施又寧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8.55

新民國中 詹伃瑄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8.65

頂尖飛魚 趙于漩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99:99.99

景興國中 顧　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金華國中 劉采綾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許誌恩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6.00 一

頂尖泳隊 郭重瑋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6.93 二

景興國中 丁　群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7.00 三

北城少泳 陳士潔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8.30 四

金華國中 李培胤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38.39 五

景興國中 吳　攸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0.20 六

金華國中 陳奕孝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1.63 七

景興國中 成立翔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2.03 八



景興國中 成立浩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29

景興國中 高毓崴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56

景興國中 陳右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64

SPT培訓 江浩誠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70

新民國中 陳昱翔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3.85

景興國中 曲展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4.23

松山運動 莊子毅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4.24

景興國中 王冠惟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5.84

雙蓮國小 黃啟恩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6.15

極限鐵人 陳正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6.19

北城少泳 丁勝峰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0.85

新民國中 陳昭遠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1.89

景興國中 李尚軒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8.00

景興國中 劉緒為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9.84

景興國中 林育熙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1:03.03

景興國中 方松嶸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大園泳隊 許誠育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景興國中 陳左融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景興國中 戴弘年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景興國中 卓彥泓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永吉國中 曾憶祥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文化泳訓 褚秉毅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雙蓮國小 吳佩蓉 挑戰組女 50公尺蛙式 0:50.76 一

義勇救生 王韻筑 挑戰組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崔景皓 挑戰組男 50公尺蛙式 0:44.24 一

雙蓮國小 林淙義 挑戰組男 50公尺蛙式 0:45.21 二

義勇救生 曾世儒 挑戰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義勇救生 鄭竣鴻 挑戰組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陳善倫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41.68 一



義勇救生 李銀櫃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46.83 二

秀朗海豚 林鴻裕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48.00 三

義勇救生 劉新嶼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49.63 四

秀朗海豚 郭安洪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53.09 五

秀朗海豚 張文俊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0:53.42 六

秀朗海豚 倪大為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1:02.75 七

秀朗海豚 白全盛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1:04.77 八

秀朗海豚 盧翰陞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99:99.99

義勇救生 簡志華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不抽菸隊 蔡澄東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秀朗後援 吳富翔 30-50歲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252525

25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公尺蝶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大園泳隊 陳苡欣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1.66 一

鱷魚運動 黃　瑢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02 二

頂尖泳隊 江翊廷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45 三

老松國小 吳承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5.18 四

土城少泳 黃于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7.23 五

鱷魚運動 周芳儀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鄭舒方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0.34 一

景興國小 黃虹蓁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0.99 二

興雅國小 李易庭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1.21 三

雙蓮國小 范姜妤儒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1.29 四

秀朗海豚 詹詠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25 五

豐年國小 游善云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51 六

秀朗海豚 陳穎沅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62 七

康橋小學 范可芸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63 八

麗山國小 劉梓筠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3.10

秀朗飛魚 莊芸如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30

秀朗飛魚 張芸慈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61

秀朗飛魚 鄭宇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5.36

社子國小 孫榆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 朱彥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19.88 一

秀朗海豚 鄭亦夆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19.97 二

大同國小 陳科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0.08 三

麗山國小 陳冠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0.22 四

鱷魚運動 黃  翊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0.44 五

景興國小 許　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0.90 六

鱷魚運動 洪仕宸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1.23 七

豐年國小 張博勛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1.65 八

興雅國小 陳柏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1.84



大園泳隊 黃智煜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30

社子國小 趙冠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99

金華國小 盧毓崴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4.23

比活力 林辰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4.74

蘆洲國小 侯勁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5.09

豐年國小 林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6.03

秀朗飛魚 劉弘澤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8.84

秀朗飛魚 沙聲宏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5.52

中和國小 羅唯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棄權

頂尖泳隊 趙晨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葉晉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1.91 一

景興國小 張境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10 二

頂尖泳隊 卓　勁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62 三

莒光國小 林益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83 四

百齡國小 林　詮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3.75 五

北投運動 陳建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5.89 六

鱷魚運動 蔡宜佑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8.62 七

雙蓮國小 黃奕霖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9.65 八

鱷魚運動 李政宥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2.41

土城少泳 吳昇航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7.51

景興國小 謝辰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7.59

中和國小 蔡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41.71

鱷魚運動 沈暐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棄權

鱷魚運動 周佑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棄權

中和國小 許肇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棄權



項目項目項目

項目

：：：

：

100100100

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公尺混合式接力公尺混合式接力

公尺混合式接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鱷魚運動 江亞芠 莊舒涵 黃  瑢 洪緻綺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9.01 一

社子國小 潘怡萱 趙彥婷 李妍萱 花曉恬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9.68 二

豐年國小 李智絢 李羽甄 李佳芯 李芷瑜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6.36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泳隊 呂碩斌 葉智玄 卓  勁 葉晉丞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8.43 一

景興國小 王振羽 謝辰晞 張境宸 吳  單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4.26 二

百齡國小 蕭仕仰 羅立竤 林  詮 蔡丞喆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4.38 三

中和國小 謝齊祥 許肇恩 許倖諴 陳廷睿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02.90 四

土城少泳 莊豐如 林偉翔 吳昇航 陳立丞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0.93 五

大同國小 蔣彬育 徐培恩 王茂庭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7.43 六

北城少泳 黃繪伃 吳沛芸 何兆暄 王彥茗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景興國小A 何珏潔 謝婕妤 張柔榛 楊庭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2.27 一

秀朗海豚A 葉羽萱 張婉柔 林子云 張苪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3.31 二

秀朗海豚B 郭德宓 羅勻瑄 鄭舒方 張芫箏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4.97 三

豐年國小 姚羽芯 張茹庭 游善云 黃苡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9.61 四

大同國小 鄭秀穎 張芸綺 傅晨寧 盧品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0.26 五

麗山國小 李祐伃 劉梓瑜 劉梓筠 蘇亭樺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30 六

秀朗海豚C 曾家榆 詹詠甯 陳穎沅 劉立凡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65 七

比活力A 楊智媛 李艾臨 楊琇惠 楊婷伊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51 八

北投運動A 呂卿華 柳晴若 許予薰 吳品靚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3.04

雙蓮國小 何建怡 侯亮妤 范姜妤儒李宣綺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3.43

金華國小 汪旻理 趙若雅 周雨舒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4.19

秀朗飛魚B 陳瑀婕 李愷婕 張芸慈 鄭宇晴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1.09

秀朗飛魚A 鄭又寧 陳紀穎 莊芸如 蔡侑靜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3.03

北投運動B 陶天樺 溫芸萱 許雅筑 張羽萱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3.25

景興國小B 王漫珊 陳姮妤 黃虹蓁 洪于雯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4.75

秀朗飛魚C 李語柔 郭允汶 吳家安 郭允涵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5.19

土城少泳 林筠芯 洪子晴 王薇涵 黃于庭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大園泳隊 曾珮萱 曾晏姿 陳苡欣 楊欣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海豚A 黃奕誠 簡暐哲 鄭安辰 鄭亦夆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0.62 一

秀朗海豚B 胡軒齊 曾廷綸 朱彥緯 王桉笙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2.27 二

秀朗海豚C 謝曜全 白奐恩 阮柏堯 林宇捷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3.25 三

景興國小A 羅伯特 趙韋傑 許  禔 周騏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5.49 四

大同國小 陳首誠 張加安 陳科均 謝勳毅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5.88 五

中和國小A 張軒睿 蘇允湛 嚴楚杭 何召嚴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6.74 六

鱷魚運動 江紹禎 潘宸希 黃  翊 洪仕宸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7.37 七

北投運動A 吳秉諭 周柏宏 林啟堯 王相程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7.94 八

文化泳訓 曹譯 張又壬 林庭加 林庭右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8.68

蘆洲國小 鍾定傑 侯勁丞 陳冠華 劉力綱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33

金華國小A 鄒承達 陳柏睿 盧毓崴 張力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37

社子國小 李昇璟 郭少宇 趙冠傑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96

雙蓮國小 郭柏廷 葉宸瑋 劉志傑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3.25

興雅國小 朱韋丞 陳柏愷 柯冠維 藍凱岳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5.59

北投運動B 余柏廷 柳皓翔 李瀚傑 王力逵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5.97

麗山國小 簡睿佑 郭宗霖 陳冠瑋 曹宇閎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8.35

比活力A 陳維晨 陳文宇 林辰翰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9.41

中和國小B 廖崇漢 黃博洋 徐翊閎 許杰弘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9.85

景興國小B 張依凱 鄒沂宸 郭書亞 陳聖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3.58

金華國小B 汪朝臻周李騫逸 周塏翔 吳誌洋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8.21

豐年國小 李昰賢 程  顥 林柏均 張博勛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9.22

秀朗飛魚A 劉弘澤 胡軒翊 吳柏叡 陳顥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1.90

秀朗飛魚B 潘嘉榮 潘嘉璿 王雋傑 李冠頡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5.58

秀朗飛魚C 徐宇軒 張至軒 張子濬 李竑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02.49

頂尖泳隊 詹耀德 趙晨堯 侯柏宇 林君玹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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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板橋合歡 林雅雯 林淑惠 黃麗玲 黃秋梅 30-50歲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永吉國中A 曾心羽 王雅芬 張靖文 謝欣容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6.69 一

金華國中 王子翎 管絜潁 陳誼蓁 陳霈耕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2.97 二

文化泳訓 孫昀萱 林庭羽 李泳霈 曹菀妮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6.33 三

永吉國中B 陳  薇 沈囿瑄 王品懿 張靖惟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7.15 四

北投運動 林  昀  余  晨 蒙庭蓁 蘇紫榆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2.41 五

景興國中A 李宜婷 蔡宛妮 林倪彣 詹  捷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0.51 六

景興國中B 陳妍伶 吳  菉 林雨霈 許芷昀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1.64 七

新民國中 陳宜蓁 林依庭 張珈瑄 詹伃瑄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4.88 八

頂尖飛魚 何蕙慈 陳欣妤 蘇丰均 鄭其昀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99:99.9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吳妤賢 曾慧翎 張芷瑄 林品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7.48 一

秀朗泳將A 康耘綺 張安琪 劉雯妮 陳靜佳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1.21 二

北投運動A 賴品竹 王雅竹 蕭任絜 吳欣庭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1.36 三

鱷魚運動 黃盈涵 劉姵吟 劉姵廷 趙  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2.93 四

秀朗泳將B 林姿婷 張喬詠 陳奕葭郭玲瓏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3.77 五

金華國小A 陳嘉若 顏  寧 彭紫能 王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6.11 六

文化泳訓 李姵怡 施羿亘 林妤真 賴雲容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8.66 七

比活力A 林芸安 胡廷伃 楊雅雲 許珈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4.55 八

雙蓮國小 鐘盈淳 謝馥羽 范姜妤樺葉柔岑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7.64

豐年國小 楊子萱 王薇甄 李慈芳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2.04

興雅國小 阮芯憑 李易庭 蔡昕妤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7.93

北投運動B 周霈涵 魏  萱 王惠竹 林佳穎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2.22

金華國小B 桂莉婷 朱珈昀 駱亭瑄 張珍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21.22

百齡國小 陳佳妤 郭芷綾 賴思嘉 李怡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3.89

北投運動C 張宇婕 陶天觀 許紫柔 謝亞秀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99:99.99

頂尖飛魚 陳雅琪 陳雅惠  張  芊 張鈞涵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大同國小 鄭翔文 戴可樂 傅語寧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景興國小 何亞璇 施亮妤 許穆昕 朱凱新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木柵國小 周語宸 陳韻心 林旻燕 張韻恩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 陳田富 郭智興 李銀櫃 簡志華 30-50歲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1.88 一

秀朗海豚 簡武正 白全盛 鄭立信 林鴻裕 30-50歲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49.95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秀朗鬥魚 林琮翰 曹夆瑋 王一傑 方承彥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3.24 一

秀朗泳將A 許楷弘 張珍主 葉旻杰 黃品翔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1.00 二

北投運動A 王湘凱 莊家豪 陳逢維 張竣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1.28 三

北城少泳 黃心宇 陳士澔 陳羿彣 石秉諺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7.44 四

雙蓮國小A 黃奕翔 王謙泰 林軒宇 邱柏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7.78 五

金華國小A 馮日新 高楷捷 侯  鈞 李遠聞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7.96 六

文化泳訓 陳柏安 胡睿宸 鐘英齊 陳柏勳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0.32 七

興雅國小A 褚家帆 廖晟崴 李易勳 蔡政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0.92 八

秀朗泳將C 李晏綸 林冠瑋 張哲維 陳憲中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3.27

麗山國小 陳煒哲 方彥詞 陳冠綸 謝冠廷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4.13

北投運動B 周柏宇 謝政群 謝宏群 潘志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4.62

中和國小 黃戈軒 許閏虹 蔡佑鈞 何宜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5.10

秀朗泳將B 林宸瑜 林家立 蔡欣諺 廖韋鈜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9.99

比活力 邱垂禎 楊士賢 張鈺樽 張育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1.49

百齡國小A 張翔宇 許藤瀚 吳彥霆 辛韋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1.77

雙蓮國小B 王謙源 張懷勳 蕭詳育 黃啟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2.78

松山運動 高安邦 高振邦 莊右丞 劉宜儒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3.14

木柵國小 李樸睿 李承彥 張祐維 高偉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6.41

金華國小B 郭志緯 陳毓儒 林蔭松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20.89

興雅國小B 沈宏旻 張子濬 張丞宇范姜永仲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99:99.99

大園泳隊 楊學賢 鄭宇翔 鄭宇傑 吳丞翔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頂尖泳隊 莊哲瑜 郭建煜 王韋翔 林君育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頂尖飛魚 張  蘅 陳冠孝 陳冠斈 潘冠仁 高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運動 柯享言 柯享亨 林展宇 陳湘峰 挑戰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8.12

義勇救生 王勇智 曾世儒 許正益 鄭竣鴻 挑戰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金華國中A 王子霆 李培胤 許哲睿 陳奕齊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08.94 一

永吉國中A 薛人華 陳彥融 許展維 楊家瑋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10.17 二

永吉國中B 黃瀚寬 曾憶祥 簡仲寬 簡如鴻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5.83 三

景興國中A 洪瑞呈 成立翔 丁  群 成立浩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6.94 四

金華國中B 潘潤煒 陳奕孝 陳庸軒 蔡及祥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7.74 五

北城少泳 楊文俊 陳士潔 陳玠丞 丁勝峰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8.55 六

景興國中B 曲展融 吳  攸 湯傑堯 陳右融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1.37 七

文化泳訓 朱鯨丞 楊博丞 孫昀陽 阮品閎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4.43 八

新民國中 陳建曄 陳昱翔 林泓任 宋輝煌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9.72

景興國中C 王冠惟 巴唐哲 章睿品 陳冠傑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0.37

景興國中D 陳左融 高毓崴 葉韋麟 羅義鈞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0.84

景興國中E 李尚軒 方松嶸 張道昕 林致齊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31.16

景興國中F 林育熙 戴弘年 劉緒為 葉書甫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頂尖泳隊 林君翰 郭重緯 許誌恩 趙晨皓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大園泳隊 楊學聖 呂睿紳 吳丞軒 高鈺鈞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