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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劉家伶 高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14.18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屠若琳 挑戰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2.1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　薇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1.45 一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董宜安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8.89 二

裕民豐年泳隊 吳欣平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4.70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2.46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陳子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27.83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黃鈺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39.57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彭紫能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3.32 三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魏慎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3.40 四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儒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4.30 五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駱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48.07 六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昕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3.56 七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迺芯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6.75 八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雷紫羽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2:57.60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朱庭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06.93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芸綺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0.1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葉柔岑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0.35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何建怡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14.08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佳玲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22.02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盧品容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 3:41.6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文山運動中心 黃淯聖 高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6.91 一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江瑞驊 高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3:13.78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石榮成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17.43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品年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1.95 二

麗園泳訓 柯昱丞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3.44 三

麗園泳訓 孫維謙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0.41 四



大安運動中心 楊傑茗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文山運動中心 王子昂 挑戰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郭耀元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4.97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子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5.41 二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褚家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27.54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謝勳毅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4.70 四

恆毅S-Wing 詹侑儒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39.52 五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何孟橋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1.22 六

麗園泳訓 方嘉慶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1.71 七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王毅弘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3.63 八

麗園泳訓 黃英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4.87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蔡承希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6.5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何昆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7.25

裕民豐年泳隊 呂菘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7.89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葉  彤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48.04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林書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2.89

麗園泳訓 劉劭崴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4.2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頤樵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2:59.52

大安運動中心 高振邦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08.92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何芃燊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11.95

大安運動中心 楊睿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29.59

大安運動中心 洪晨詣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 3: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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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韶耘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35 一

麗園泳訓 李宥均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82 二

麗園泳訓 鄭希妍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26 三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羽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42 四

麗園泳訓 孫苗甄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56 五

麗園泳訓 邱婉茹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59 六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許瑋凌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5.07 七

司威米少泳隊 林姿君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81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江孟珊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6.83

裕民豐年泳隊 簡瑋伶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3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宣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38

裕民豐年泳隊 洪珮綺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2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呂季熹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37

成德運動中心 詹欣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71

大安運動中心 苗華淋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9.38

NTCN秋刀魚 魏妤婕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1.50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張瓊之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1.9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徐珮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6.53

大安運動中心 彭以禎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2.8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蔣芊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4.1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家萱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6.64

裕民豐年泳隊 洪珮軒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49.3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韋齊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16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52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子毅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70 三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憲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73 四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王柏允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82 五

雙和少泳隊 陳奕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86 六

桃園縣立新榮國小 曾騏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96 七

恆毅S-Wing 臧　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96 八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康鈞愷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15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鄭傑駿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22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盧立航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61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麒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28

裕民豐年泳隊 陳弘軒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33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冠甫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6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埕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26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蔡少揚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53

大安運動中心 郭語曜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61

大安運動中心 張友棠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03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曾科喻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45

司威米少泳隊 張証堯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6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簡重光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74

大安運動中心 朱皓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8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亦超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94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郭泰楀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11

裕民豐年泳隊 陳衍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4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易臻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2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劉睿騏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56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柏穎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7.57

大安運動中心 羅翊桓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1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洪御桓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27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品呈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06

社子少林泳隊 林泰宏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10

成德運動中心 施冠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48

社子少林泳隊 葉柏松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66

裕民豐年泳隊 吳瑞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70

裕民豐年泳隊 李詠煜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1.72

大安運動中心 陳宥榕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1.76

麗園泳訓 薛晨煒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2.81

裕民豐年泳隊 李奕寬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3.24

雙和少泳隊 鄒睿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3.51

大安運動中心 張友棣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3.55

大安運動中心 楊秉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3.67

大安運動中心 陳宥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3.78



社子少林泳隊 許力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4.70

麗園泳訓 林哲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5.31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吳康睿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5.92

司威米少泳隊 林玄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7.73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洪譽境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41.37

大安運動中心 何一平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徐翊桓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曾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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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妍聿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6.92 一

台北市SPT培訓隊 李亭葳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6.95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方棋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7.24 三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朱婉婷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40 四

社子少林泳隊 黃琦穎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44 五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紀欣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86 六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庭瑜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8.96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盧品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9.43 八

裕民豐年泳隊 張茹庭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19.69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嚴宜方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0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謝佩芯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24

成德運動中心 施彥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3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楊　曦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51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王琳瑄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54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姵吟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0.73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賴劭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18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黃瀞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1.5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沛慈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7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鄭靖璇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78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蔡昀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2.90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許瑋庭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3.30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童思婕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06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許家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28

成德運動中心 薛凱心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4.58

成德運動中心 林欣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21



大安運動中心 本田萌萌香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59

成德運動中心 張沈樺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7.84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陳　瑜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28.26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藍純那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0.5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亮沂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自由式 0:32.20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范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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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子少林泳隊 趙冠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6.57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蘇詣超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7.59 二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唐佑誠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7.77 三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明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28 四

麗園泳訓 林哲煜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28 四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佳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31 六

恆毅S-Wing 徐傳玗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40 七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洪雋崴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48 八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56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蕭碩呈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56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吳誌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56

裕民豐年泳隊 黃楷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5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彭柏深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71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岑　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8.90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高煒博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06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伯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5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黃旭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73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黃奕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19.9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祐笙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01

裕民豐年泳隊 周群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0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田大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20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哲源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23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鄭郁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2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愷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3

恆毅S-Wing 莊皓亘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昶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49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曾祥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52



麗園泳訓 林哲祥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63

恆毅S-Wing 吳宇恩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69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林峻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70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鄭聿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8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廖宇弘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83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蔡函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90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昀穎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96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李振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0.97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柏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10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柏淵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11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曾丞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89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張廷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95

麗園泳訓 黃瑞璘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1.9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易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41

司威米少泳隊 張証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45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張淞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62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6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王楷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69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語堂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2.72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朱家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00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張毓祐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16

麗園泳訓 田　磊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21

司威米少泳隊 蔡易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28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陳麒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33

麗園泳訓 陳韋豪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3.62

麗園泳訓 柯至樣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4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胡庭瑞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4.5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邱宇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03

成德運動中心 薛兆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5.06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張庭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6.71

大安運動中心 郭維謀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04

成德運動中心 張皓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26

大安運動中心 張祐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8.97

大安運動中心 盧文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0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呂季衡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29.5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鄧景鴻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73

社子少林泳隊 洪宇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0.8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王博玄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1.6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葉彥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0:34.66

麗園泳訓 曾翊修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陳品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林柏宏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自由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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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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周書帆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16.84 一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樺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2.83 二

華興泳隊 陳聖欣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3.75 三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芯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3.94 四

西湖國小 陳子瑄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5.01 五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珮絜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7.79 六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寵如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29.25 七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孫芷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1.78 八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李祐伃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4.7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芯憑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5.79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陳奕璇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36.17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秀穎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46.9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賴禹璇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1:52.79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林佳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仰式 2:22.46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沈宏旻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17.47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蔡政杰 國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19.44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鄒家琪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15.37 一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蘇韋誠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1.53 二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劉志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4.30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寵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5.25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紘羚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26.66 五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王毅弘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3.00 六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王證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4.16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首誠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4.67 八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何佳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5.43

麗園泳訓 黃愽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7.59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安宣維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37.99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頤樵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仰式 1:40.51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蕭泓瑜 高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9.20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劉紘圻 高中組男 100公尺仰式 1:03.3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華興泳隊 楊景雲 51歲組以上男 100公尺仰式 1:37.71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黃嘉慧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18.18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于捷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23.81 二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邱楷雯 國中組女 100公尺仰式 1:50.8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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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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毅S-Wing 劉千若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05 一

裕民豐年泳隊 王伊伶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1.96 二

文山運動中心 游凱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2.08 三

成德運動中心 詹欣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6.92 四

裕民豐年泳隊 李芷瑜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8.13 五

大安運動中心 苗華琳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8.49 六

NTCN 秋刀魚 魏妤婕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41.87 七

大安運動中心 彭以禎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50.50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社子少林泳隊 許祐境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6.04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林秉澄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63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冠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16 三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45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王茂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89 五

桃園縣立新榮國小 曾騏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90 六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曾科喻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0.25 七

大安運動中心 朱皓伸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2.62 八

雙和少泳隊 鄒睿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60

大安運動中心 郭語曜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85

大安運動中心 羅翊桓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5.39

成德運動中心 施冠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7.70

大安運動中心 張友棠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9.01

大安運動中心 楊秉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45.47

大安運動中心 張友棣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45.86

大安運動中心 陳宥榕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53.79

大安運動中心 陳宥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1:02.82

大安運動中心 何一平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趙若雅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3.51 一

華興泳隊 陳苡欣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3.77 二

台北市SPT培訓隊 李亭葳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3.90 三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妍聿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3.92 四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藍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81 五

成德運動中心 施彥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6.98 六

頂尖泳隊 陳思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81 七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許綺恩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7.84 八

恆毅S-Wing 吳睿恩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8.26

台北市SPT培訓隊 謝瑋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8.53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黃瀞萱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8.6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王琳瑄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29.17

社子少林泳隊 黃琦穎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94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真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9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沛慈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0.9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鈺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1.44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馮教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1.84

成德運動中心 林欣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3.04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王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3.81

成德運動中心 張沈樺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4.04

文山運動中心 藍千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5.88

成德運動中心 薛凱心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38.28

大安運動中心 本田萌萌香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43.10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藍純那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0:46.55

中正運動中心 范姜妤真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蛙式 棄權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李旼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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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園泳訓 鄭力行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2.47 一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郭宗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17 二

恆毅S-Wing 賴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63 三

成德運動中心 胡凱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67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喬修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4.96 五

頂尖泳隊 藍奕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42 六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柏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46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吳誌洋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5.57 八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李逸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2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奎元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46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明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70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譽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71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陳麒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7.84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馮教惟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13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黃奕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42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蔡承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8.46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胡瑋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29.0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譚新廣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1.21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林峻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1.28

成德運動中心 張皓翔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21

大安運動中心 盧文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52

大安運動中心 郭維謀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3.63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易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5.45

成德運動中心 薛兆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8.58

大安運動中心 張祐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0:39.82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戴　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棄權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郭哲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蛙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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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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民豐年泳隊 游善云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26.39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歐俐伽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0.75 二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丁郁倩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35.61 三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許瑋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3.17 四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琇惠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48.25 五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馥羽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2.51 六

麗園泳訓 張庭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3.08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6.31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若慈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1:56.93

麗園泳訓 蔣明涓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02.7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韋啟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蛙式 2:09.15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戴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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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苑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27.90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0.87 二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林城維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0.97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蘇韋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1.53 四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鄭詠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4.27 五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仕勛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4.86 六

大安運動中心 高振邦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38.24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連鄭勛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4.24 八

麗園泳訓 陳韋任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47.52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加安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51.00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熙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1:52.79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葉宸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03.79

大安運動中心 洪晨詣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51.04

大安運動中心 楊睿綸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蛙式 2:02.90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屠若琳 挑戰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4.5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王雅芬 高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29.05 一

文山運動中心 鄭珮綺 高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55.31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林　璿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25.48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　薇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30.74 二

文山運動中心 藍詠心 國中組女 100公尺蛙式 1:43.16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江瑞驊 高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2:03.49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呂炳育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19.89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廖晟崴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3.48 二

大安運動中心 楊傑茗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7.37 三

文山運動中心 陳偉宸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37.95 四

麗園泳訓 邱哲忠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45.57 五

麗園泳訓 蔣明浩 國中組男 100公尺蛙式 1:51.8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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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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園泳訓 鄭希妍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12 一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江宜璇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68 二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宸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03 三

裕民豐年泳隊 王伊伶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17 四

麗園泳訓 李宥均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37 五

麗園泳訓 孫苗甄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97 六

麗園泳訓 邱婉茹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2.50 七

NTCN 秋刀魚 彭采言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5.74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鴻雯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6.79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潘亭聿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7.59

裕民豐年泳隊 簡瑋伶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9.96

新北市立五華國小 謝佩姍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4.69

裕民豐年泳隊 洪珮綺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7.30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謝采穎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9.1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張瓊之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11.75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侑芯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23.93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家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48.67

裕民豐年泳隊 洪珮軒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2:01.13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綺恩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10.50 不記名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江信億 30歲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99 一

義勇救生隊 劉新嶼 30歲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30 二

義勇救生隊 薛光宇 30歲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45 三

義勇救生隊 簡志華 30歲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2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李佳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64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田凱霖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02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朱婉婷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07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方棋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99 四

NTCN 秋刀魚 鄭筑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80 五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可妮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49 六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嘉家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37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盧品妤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01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鄭宇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14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淯晴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25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嚴宜方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78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許淇棋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3.90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謝佩芯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1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楊　曦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61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徐子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5.76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陳永恩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5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蔣宜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54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鈺鈴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7.3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鳳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8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予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0.01

文山運動中心 艾晴天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1.52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蔡昀萱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1.97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謹如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2.15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許瑋庭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2.56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龍映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3.6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何姿嫻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5.49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陳　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7.00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亮沂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34.34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靜涵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NTCN 秋刀魚 劉芷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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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傅語寧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1.46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王品懿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34 二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昱姍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63 三

台北市立大安國中 吳浣寧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6.69 四

台北市立麗山國中 謝佩涓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17 五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翔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20 六

文山運動中心 李庭安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92 七

成德運動中心 胡僑育 國中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33 八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恆毅S-Wing 徐傳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35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蔣彬育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61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子毅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33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子喻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42 四

恆毅S-Wing 臧　翰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16 五

裕民豐年泳隊 陳弘軒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2.30 六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埕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2.98 七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邱安佑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07 八

裕民豐年泳隊 陳衍銘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1.60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劉睿騏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4.79

裕民豐年泳隊 吳瑞宇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6.26

麗園泳訓 薛晨煒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7.19

裕民豐年泳隊 許宸愷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8.13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亦超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8.22

裕民豐年泳隊 李詠煜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11.1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彭恩力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14.00

麗園泳訓 林哲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14.79

裕民豐年泳隊 李奕寬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17.09

麗園泳訓 徐翊桓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曾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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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恩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56 一

麗園泳訓 鄭力行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14 二

恆毅S-Wing 劉宗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07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昰賢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61 四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62 五

雙和少泳隊 張竣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18 六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杜竑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4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許珈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8 八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蘇詣超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60

麗園泳訓 林哲煜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0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唐佑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50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97

裕民豐年泳隊 黃楷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09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郭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14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錦漢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3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承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19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彭柏深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37

雙和少泳隊 夏　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75

成德運動中心 胡凱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61

裕民豐年泳隊 周群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89

麗園泳訓 林哲祥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4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廖宇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0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祐笙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1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黃旭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26

恆毅S-Wing 莊皓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36

麗園泳訓 黃瑞璘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8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蔡函勳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7.63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鄭聿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30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張廷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68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曾丞軒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70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王柏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4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昀穎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9.94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昕樺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78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胡庭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0.98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語堂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1.88

麗園泳訓 柯至樣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2.40

麗園泳訓 陳韋豪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2.67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宏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20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張毓祐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3.48

麗園泳訓 田　磊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2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邱宇漢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7.63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張庭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0.9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王博玄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17.9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葉彥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27.77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黃韋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曾翊修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成德運動中心 柯孟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江晨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麗園泳訓 林柏宏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方詠潔 30歲組女 50公尺自由式 0:51.69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嘉若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14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周書帆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22 二

裕民豐年泳隊 呂可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2.58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楊子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3.40 四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雨舒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28 五

裕民豐年泳隊 洪可珊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69 六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朱庭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81 七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琬心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5.81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桂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41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佳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7.68

成德運動中心 施宣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16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周采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1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盧品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21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李佳晏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26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蕙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35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53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丞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8.9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章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00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怡葶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12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怡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39.27

麗園泳訓 張庭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51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徐采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5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羽柔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0.70

文山運動中心 陳以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3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佳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1.45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林睦芸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63

麗園泳訓 蔣明涓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2.79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陳禹臻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25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宇妍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4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宇絜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5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莉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9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鄭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4.92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昱慈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6.58

個人 張珈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48.26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繪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1.62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高榆榛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2.95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李宜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0:57.5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王儷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1:04.58

文山運動中心 朱紜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宸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NTCN 秋刀魚 劉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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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林宗翰 挑戰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簡榮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36 一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簡榮星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1.52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花經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47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馮日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36 四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范品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87 五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汪沛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10 六

麗園泳訓 方嘉慶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13 七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施克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64 八

麗園泳訓 黃英傑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84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蔡承希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8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春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4.94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  威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08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陸志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28

裕民豐年泳隊 鄭庭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3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方少桐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42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柏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52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林奕辰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52

麗園泳訓 劉劭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89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張力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50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梁　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93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6.96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彭冠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36

台北市立永安國小 陳為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94

文山運動中心 周于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16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宥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19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朱韋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2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程天陽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3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藍純一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6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郭英棕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8.68

麗園泳訓 黃愽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26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宋侑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4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柏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58

麗園泳訓 陳韋任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41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　昕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50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丞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5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林韋彤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8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93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昱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18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哲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23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祐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3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黃柏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57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鄭立揚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61

恆毅S-Wing 羅御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7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日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8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謝定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89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1.99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楨昱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22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盧毓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2.63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蔡容方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93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威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5.9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吳柏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09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游能荃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43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庭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6.99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何錦濤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48.79



文山運動中心 藍千皓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4.7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張哲嘉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0:59.0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祐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1:03.90

文山運動中心 王雍善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賴乙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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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運動中心 林暐凱 高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5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華興泳隊 鄭金增 51歲組以上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37 一

義勇救生隊 郭進國 51歲組以上男 50公尺自由式 0:43.73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邱柏文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82 一

台北市立麗山國中 邱正皓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83 二

麗園泳訓 柯昱丞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2.95 三

文山運動中心 吳宇憲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3.95 四

麗園泳訓 孫維謙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5.51 五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奕任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7.97 六

麗園泳訓 邱哲忠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46 七

文山運動中心 石山明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39.77 八

文山運動中心 曾品洋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0.91

麗園泳訓 蔣明浩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0:44.13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威廷 國中組男 50公尺自由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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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自由式接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賴仲恩 李羽甄姚羽宸 王伊伶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1.49 一

麗園泳訓 李宥均 孫苗甄鄭希妍 邱婉茹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7.33 二

裕民豐年泳隊 李芷瑜 洪珮軒簡瑋伶 洪珮綺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9.91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蔣彬育 王茂庭徐培恩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23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冠宇 盧立航林冠甫 林子喻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9.11 二

裕民豐年泳隊 林宥賢 林秉澄林柏樂 吳瑞宇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87 三

社子少林泳隊 李妍萱 葉柏松洪瑋澤 趙彥婷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0.90 四

社子少林泳隊 陽    光 林泰宏 蕭鎂芯 許祐境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3.02 五

大安運動中心 朱皓伸 陳宥榕 張友棠 郭語曜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6.48 六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麒鈞 郭泰楀洪御桓 陳柏穎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8.43 七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亦超 鄭埕義劉睿騏 簡重光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1.66 八

裕民豐年泳隊 李詠煜 許宸愷陳衍銘 陳弘軒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6.28

麗園泳訓 徐翊桓 林哲恩曾翊廷 薛晨煒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1.38

大安運動中心 羅翊桓 陳宥叡 楊秉翰 張友棣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5.11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呂治慧 黃苡榛張茹庭 李佳芯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09.47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汪旻理 趙若雅 方棋萱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0.14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艾臨 許淇棋 朱婉婷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4.44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田凱霖 林芃彣 劉庭瑜 吳嘉家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5.20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鈺鈴 紀欣妤 謝宜瑾 傅晨寧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09 五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可妮 王琳瑄 林姵吟 黃瀞萱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2.73 六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吳承怜 馮教晴 賴劭寧 江宜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12 七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予安 施　昀 許綺恩 楊　曦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7.73 八

NTCN 秋刀魚 彭曉言 彭采言 穆孜齊 鄭筑宜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8.45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何姿嫻 邱歆純 蔣宜潔 鄭靖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24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謹如 王心妤 龍映璇 鄭宇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3.59

成德運動中心 施彥伊 薛凱心 詹欣宜 劉書秀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7.1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謝佩芯 黃鳳儀 黃沛慈 林亮沂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45.66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昰賢 洪紹誠 林柏均 黃楷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0.11 一

社子少林泳隊 李昇璟 黃琦穎 葉柏辰 趙冠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2.99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許珈銘 周李逸 吳誌洋 蘇詣超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4.67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恩 林佳勳 高煒博 張愷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4.70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杜竑逸 陳錦漢 曾祥承 陳喬修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5.87 五

恆毅S-Wing 徐傳玗 莊皓亘 賴彥廷 劉宗勳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6.94 六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唐佑誠 彭柏深 鄭丞傑 陳彥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05 七

雙和少泳隊 陳奕鈞  張竣翔  夏  安 謝齊祥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7.96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岑　升 胡瑋倫 王奎元 王伯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8.96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辰翰 林承翰 廖宇弘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8.97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鄭郁煒 郭宗霖 王柏翰 蕭碩呈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73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宏泉 郭柏廷 楊鈞硯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0.80

麗園泳訓 林哲煜 田  磊 林哲祥 鄭力行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2.36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　璁 譚新廣 吳柏均 鐘旻承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5.22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譽達 林昶安 黃旭佑 田大倫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6.05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維 李振嘉 鄭聿翔 林峻賢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6.1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哲源 邱柏翰 陳麒仲 留柏淵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29.12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馮教惟 曾丞軒 張庭瑋 張毓祐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1.40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昕樺 張廷瑋 王楷霖  張淞哲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33.58

成德運動中心 施冠杰 張皓翔 薛兆樺  胡凱閔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50.22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柯冠維 洪雋崴 蔡明倫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13.55 犯規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戴　宇 李易軒 張祐笙 蔡承燁 國小中年級男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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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勇救生隊 吳政言 薛光宇 劉新嶼 簡志華 30歲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3.63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　薇 王品懿 黃嘉慧 張靖惟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0.34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于捷 傅語寧 鄭翔文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4.40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呂可欣 楊子儀 游善云 陳子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1.41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駱亭瑄 朱珈昀 彭紫能 陳嘉若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3.23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周書帆 盧立容 陳寵如 黃鈺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4.96 三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芯 李慈芳 楊子萱  洪可珊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9.12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歐俐伽 周佳儀 陳姵瑀 高丞欣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5.35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朱庭萱 周采穎  楊琇惠 楊雅雲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5.83 六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迺芯 陳柏巧 劉若慈 李佳晏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0.37 七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珮絜 章庭瑄 邱  曦 郭蕙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54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佳玲 謝馥羽 葉柔岑 范姜妤樺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2.15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芯憑 蔡昕妤 李易庭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5.30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琬心 盧品容 孫芷琳 鄧婷云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7.5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林佳萱 許瑋宸 何建怡 范姜妤儒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8.54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盧品卉 張芸綺 鄭秀穎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0.66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林睦芸 李昱慈 陳郁芳 李宇妍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3:06.5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羽柔 陳禹臻 張莉翎 王儷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3:26.06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怡葶 吳宸萱 吳怡萱 陳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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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品年 廖晟崴 蔡政杰 簡仲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5.47 一

文山運動中心 陳偉宸 張祐維 賴思宏 吳宇憲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7.83 二

麗園泳訓 蔣明浩 孫維謙 邱哲忠 柯昱丞 國中組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1.32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曾坤桑南迦 花經武 陳寵文 陳苑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7.43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子傑 鄭　睿 蔡承希 鄒家琪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8.43 二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簡榮星 蘇韋愷 蘇韋誠 簡榮信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08.48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馮日新 林蔭松 汪沛理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8.78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郭耀元 謝勳毅 林弈辰 連鄭勛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18.98 五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羅　翊 梁　崴 何佳駿 施克唯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2.68 六

麗園泳訓 方嘉慶 陳韋任 劉劭崴 黃英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5.05 七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胡晉軒 陳紘羚 林科成 陳仕勛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6.03 八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  威 鄭詠云 藍純一 張春華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7.97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上維 何昆翰 安宣維 謝定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0.8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朱韋丞 褚家帆 陳柏愷 林韋彤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2.5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科均 陸志綱 陳首誠 張加安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3.34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彭冠堯 曾祥為 高振翔 高丞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4.75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翔 盧毓崴 張力升 陳柏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36.79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方少桐 程天陽 簡泰丞 黃頤樵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4.03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蔡容方 宋侑炫 何錦濤 林書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44.65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倫 吳伯叡 張庭瑒 黃柏崴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6.37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叡 周于翔 藍千皓 王雍善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2: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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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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子少林泳隊 李妍萱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1.48 一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宸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6.97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5.37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姵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6.80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盧立容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7.38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李慈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7.60 四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雅雲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8.20 五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儒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0.65 六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琇惠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1.23 七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鄧婷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2.63 八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  曦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2.84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李易庭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3.21

裕民豐年泳隊 王薇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3.92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吳宇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4.57

成德運動中心 施宣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5.03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周采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5.15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陳禹臻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6.8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李育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8.57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洪譽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8.76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林睦芸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0.90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宜靜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0.95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莉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5.27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何建怡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6.10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　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05.8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郁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10.89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王儷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45.19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黃　瑛 挑戰組女 50公尺蝶式 0:54.72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傅晨寧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8.62 一

裕民豐年泳隊 黃苡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39.47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40.98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可妮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0.40 四

成德運動中心 劉書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0:57.14 五

雙和少泳隊 陳允媗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蝶式 1:09.95 六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社子少林泳隊 楊　光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04.69 一

文山運動中心 李承百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15.76 二

裕民豐年泳隊 林柏樂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22.75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江信億 30歲組男 50公尺蝶式 0:34.28 一

義勇救生隊 劉新嶼 30歲組男 50公尺蝶式 0:39.35 二

義勇救生隊 吳政言 30歲組男 50公尺蝶式 0:41.73 三

義勇救生隊 薛光宇 30歲組男 50公尺蝶式 0:42.47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恩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7.67 一

社子少林泳隊 趙冠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2.17 二

裕民豐年泳隊 洪紹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3.94 三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趙啟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8.34 四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陳彥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1.64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辰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1.93 六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楊鈞硯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3.95 七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謝秉倫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4.46 八

雙和少泳隊 夏　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5.2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伯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8.60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鐘旻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8.8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譽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04.46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曾祥承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08.77

雙和少泳隊 陳奕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1:12.51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雷鈞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成德運動中心 柯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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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陳譽仁 挑戰組男 50公尺蝶式 0:38.92 一

文山運動中心 王子昂 挑戰組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簡榮星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4.92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曾坤桑南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5.52 二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春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7.08 三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范品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8.66 四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謝冠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39.94 五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林蔭松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0.36 六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科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0.46 七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羅　翊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1.38 八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施克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2.37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振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5.59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何芃燊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7.32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彭冠堯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11

文山運動中心 王雍善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3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洪子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74

文山運動中心 周于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49.96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柏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0.98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謝定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1.43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盧毓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1.80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祐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3.45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　昕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4.73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鄭立揚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5.2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游能荃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6.2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蔡容方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7.05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吳柏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0:59.3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賴乙鞍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蝶式 棄權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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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運動中心 張祐維 國中組男 50公尺蝶式 0:46.1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華興泳隊 鄭金增 51歲組以上男 50公尺蝶式 0:37.1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王品懿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5.10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張靖惟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6.23 二

頂尖泳隊 郭玲菁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36.98 三



成德運動中心 胡僑育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0:53.38 四

文山運動中心 黃幼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蝶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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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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CN 秋刀魚 陳韋安 挑戰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7.54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陳子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2:51.49 一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雷紫羽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15.66 二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昕妤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19.72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寵如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25.11 四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賴禹璇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3:55.56 五

裕民豐年泳隊 王卉姍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 4:05.96 六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劉紘圻 高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19.87 一

文山運動中心 黃淯聖 高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3.79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褚家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38.89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郭耀元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4.53 二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鄭　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7.52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上維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3.65 四

恆毅S-Wing 詹侑儒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2:58.20 五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葉  彤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3.13 六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羅　翊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6.73 七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林科成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07.48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劉志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 3:11.1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林　璿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2:34.62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 3:27.27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呂炳育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33.06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簡仲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38.97 二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品年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4.06 三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廖晟崴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 2:48.55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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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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溪山國小 秦珈葳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0.41 一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韶耘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44 二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呂紹瑄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37 三

裕民豐年泳隊 賴仲恩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59 四

司威米少泳隊 林姿君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7.27 五

社子少林泳隊 蕭鎂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9.17 六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許瑋凌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0.35 七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呂季熹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17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鴻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1.40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綺恩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2.2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宣諭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4.57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侑芯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4.66

新北市立五華國小 謝佩姍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9.37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江孟珊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42.9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蔣芊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43.69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徐珮妤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45.53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培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72 一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憲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06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王柏允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20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王茂庭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62 四

司威米少泳隊 張証堯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77 五

社子少林泳隊 洪瑋澤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51 六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簡重光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22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康鈞愷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55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盧立航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6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冠甫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7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麒鈞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9.19

文山運動中心 李承百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0.82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品呈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1.5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柏穎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1.63

司威米少泳隊 林玄峰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1.90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郭泰楀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2.67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邱安佑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2.74

裕民豐年泳隊 許宸愷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4.96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蔡少揚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6.3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洪御桓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8.11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吳康睿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9.28

社子少林泳隊 林泰宏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9.75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彭恩力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4.21

社子少林泳隊 許力文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57.14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李易臻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棄權

雙和少泳隊 宋炫諳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18.66 一

裕民豐年泳隊 呂治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19.55 二

台北市立溪山國小 秦　菲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0.91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汪旻理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17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謝宜瑾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21 五

恆毅S-Wing 賴怡如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1.30 六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嘉家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11 七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芃彣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36 八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賴劭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57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吳承怜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2.70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姵吟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3.6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施　昀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4.31

台北市SPT培訓隊 謝瑋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03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黃鳳儀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5.91

恆毅S-Wing 吳睿恩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4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鄭宇淇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5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許綺恩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6.8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鄭靖璇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28.08

文山運動中心 藍千妮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0:36.76

NTCN 秋刀魚 穆孜齊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仰式 棄權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許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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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佳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25 一

社子少林泳隊 李昇璟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34 二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鍾旭恩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0.97 三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丞傑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1.88 四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洪雋崴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1.92 五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錦漢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2.71 六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王楷霖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3.96 七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高煒博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02 八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吳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0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愷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3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田大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61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張淞哲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4.65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5.8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　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6.79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昕樺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05

司威米少泳隊 蔡易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46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75

司威米少泳隊 張証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7.9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昶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50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柏淵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28.62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鄧景鴻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0.5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朱家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2.8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呂季衡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35.49

社子少林泳隊 洪宇錫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0:41.6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陳品中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仰式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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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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子少林泳隊 趙彥婷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0.36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羽甄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4.33 二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江宜璇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6.42 三

文山運動中心 游凱甯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2:07.03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柯冠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36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昰賢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59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許珈銘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74 三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許淯傑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84 四

恆毅S-Wing 徐傳玗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5.21 五

雙和少泳隊 謝齊祥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6.30 六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蕭碩呈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02 七

社子少林泳隊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5.51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奎元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9.56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岑　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7.8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宏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2:01.57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林宥賢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4.26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蔣彬育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6.87 二

社子少林泳隊 葉柏松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2:42.82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李佳芯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9.51 一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昱彣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78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田凱霖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8.77 三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藍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0.16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謝宜瑾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1.89 五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紀欣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4.04 六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蔣宜潔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0.08 七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陳永恩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7.83 八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王心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55.58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李旼倢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劉家伶 高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01.85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NTCN 秋刀魚 陳韋安 挑戰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1.39 一

義勇救生隊 黃　瑛 挑戰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2.70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中正運動中心 高欣夢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09 一

裕民豐年泳隊 呂可欣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17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盧立容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1.43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楊子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1.47 四

華興泳隊 陳聖欣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1.58 五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彭紫能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5.43 六

西湖國小 陳子瑄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5.47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朱珈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6.03 八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雅雲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6.27

裕民豐年泳隊 洪可珊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7.71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柏巧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8.53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許瑋宸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2.8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章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3.76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蕙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4.37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葉柔岑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6.40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李佳晏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7.59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若慈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9.8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0.25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佳欣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3.41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昱慈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6.49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林佳萱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47.64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　捷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57.05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郁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自由式 1:57.09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黃嘉慧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18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昱姍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0.99 二

裕民豐年泳隊 吳欣平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14.22 三

台北市立大安國中 吳浣寧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23.78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翔文 國中組女 100公尺自由式 1:30.78 五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蔡政杰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62 一

文山運動中心 吳宇憲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2.93 二

台北市立麗山國中 邱正皓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5.43 三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邱柏文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7.61 四

文山運動中心 張祐維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5.56 五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奕任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5.90 六

文山運動中心 賴思宏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6.26 七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陳威廷 國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文山運動中心 林暐凱 高中組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54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蘇韋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08.81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子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50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寵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89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謝勳毅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0.89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花經武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2.14 五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鄭詠云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3.64 六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馮日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4.56 七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何孟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5.21 八

裕民豐年泳隊 鄭庭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8.22

裕民豐年泳隊 呂菘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19.3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林奕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0.58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柏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83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林蔭松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1.88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張力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2.11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  威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2.67

台北市立永安國小 陳為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4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藍純一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7.63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程天陽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8.11

台北市立新生國小 蕭大祐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8.69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胡晉軒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29.7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林韋彤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0.70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振翔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1.36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宋侑炫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2.2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陳文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3.68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葉宸瑋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35.8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簡泰丞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1:42.83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張哲嘉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自由式 2:17.79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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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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民豐年泳隊 李羽甄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97 一

裕民豐年泳隊 賴仲恩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12 二

社子少林泳隊 蕭鎂芯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2.04 三

NTCN 秋刀魚 彭采言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2.73 四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潘亭聿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3.10 五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呂紹瑄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3.55 六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謝采穎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9.16 七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蕭泓瑜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1.36 一

文山運動中心 鄭珮綺 高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52.52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傅語寧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4.75 一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張靖惟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6.90 二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于捷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37.79 三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邱楷雯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7.08 四

文山運動中心 高百慧 國中組女 50公尺仰式 0:47.92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吳政言 30歲組男 50公尺仰式 0:46.24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華興泳隊 楊景雲 51歲組以上男 50公尺仰式 0:44.31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韋齊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92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冠宇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76 二

社子少林泳隊 楊　光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0.51 三

龍安小幼苗 鄭恩翔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5.14 四

裕民豐年泳隊 林宥賢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8.67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鄒家琪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3.44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曾坤桑南迦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6.24 二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簡榮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6.74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蘇韋誠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37.50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紘羚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44 五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王證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0.94 六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祐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09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翔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15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安宣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58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何佳駿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5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首誠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94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朱韋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6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郭英棕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6.72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宥鑫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70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琦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8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黃柏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8.71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楨昱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9.22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丞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9.43

台北市立新生國小 蕭大祐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32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簡泰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33

恆毅S-Wing 姜有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1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蔡嘉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72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曾祥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2.50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3.4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威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3.4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庭瑒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5.39

文山運動中心 藍千皓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6.43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祐瑜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1:08.0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　紹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嘉若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4.89 一

中正運動中心 高欣夢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8.20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駱亭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8.56 三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芯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8.87 四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黃鈺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39.38 五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雨舒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0.16 六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珮絜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0.48 七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魏慎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2.18 八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孫芷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11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邱  曦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75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李祐伃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77

恆毅S-Wing 姜乃馨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85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芯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13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佳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18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陳奕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4.3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李育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5.02

文山運動中心 陳以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02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怡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89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秀穎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8.4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芸綺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9.63

裕民豐年泳隊 王卉姍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1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盧品容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5.8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繪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0.78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高榆榛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5.58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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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民豐年泳隊 林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1.36 一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逸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2.08 二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柯冠維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2.74 三

社子少林泳隊 李昇璟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41 四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趙啟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3.97 五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杜竑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4.61 六

雙和少泳隊 謝齊祥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5.03 七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鍾旭恩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51 八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丞傑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47.68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0.3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承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1.19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郭柏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2.05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吳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2.74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胡瑋倫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5.52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謝秉倫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0:55.61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黃韋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仰式 棄權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郭哲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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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姵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0.11 一

裕民豐年泳隊 呂治慧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2.37 二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智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3.10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汪旻理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35 四

恆毅S-Wing 賴怡如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6.37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許淇棋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8.34 六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艾臨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49.01 七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芃彣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0.84 八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吳承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1.03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昱彣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1.1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邱歆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1.50

NTCN 秋刀魚 彭曉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2.29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予安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5.74

成德運動中心 劉書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7.12

文山運動中心 艾晴天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0:58.28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何姿嫻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3.55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謹如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4.41

NTCN 秋刀魚 穆孜齊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1:05.50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林靜涵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NTCN 秋刀魚 劉芷怡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仰式 棄權



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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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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董宜安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32.66 一

文山運動中心 藍詠心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43.17 二

文山運動中心 李庭安 國中組女 100公尺蝶式 1:49.31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簡仲寬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1.61 一

裕民豐年泳隊 石榮成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12.52 二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沈宏旻 國中組男 100公尺蝶式 1:22.67 三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楊子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18.26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慈芳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21.56 二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樺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23.07 三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姵瑀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27.57 四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迺芯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30.47 五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李易庭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33.70 六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鄧婷云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36.74 七

裕民豐年泳隊 王薇甄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40.20 八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盧品卉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1:47.03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佳玲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2:00.2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宇絜 國小高年級女 100公尺蝶式 2:01.48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鄭　睿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17.21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苑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17.82 二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林科成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26.19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科均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0.06 四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何昆翰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1.36 五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胡晉軒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49.43 六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謝冠廷 國小高年級男 100公尺蝶式 1:33.80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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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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溪山國小 秦珈葳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19.98 一

社子少林泳隊 李妍萱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3.48 二

恆毅S-Wing 劉千若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3.77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羽涵 國小低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90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恆毅S-Wing 徐傳恩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1.71 一

雙和少泳隊 陳奕凡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3.39 二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賴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3.95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子喻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7.36 四

社子少林泳隊 洪瑋澤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0.68 五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鄭傑駿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2.78 六

裕民豐年泳隊 林柏樂 國小低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8.64 七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傅晨寧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17.69 一

華興泳隊 陳苡欣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19.20 二

裕民豐年泳隊 張茹庭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19.60 三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艾臨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1.37 四

台北市立溪山國小 秦　菲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2.51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楊淯晴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33 六

頂尖泳隊 陳思卉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4.97 七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徐子媛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29.74 八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童思婕 國小中年級女 25公尺蝶式 0:32.53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范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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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毅S-Wing 劉宗勳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18.09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林柏均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18.74 二

頂尖泳隊 藍奕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0.67 三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郭哲源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70 四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陳彥安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2.72 五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楊鈞硯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3.17 六

社子少林泳隊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3.86 七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鄭郁煒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5.81 八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鐘旻承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6.52

恆毅S-Wing 吳宇恩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29.6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林　璁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2.28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王柏翰 國小中年級男 25公尺蝶式 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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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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勇救生隊 方詠潔 30歲組女 50公尺蛙式 0:59.10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簡志華 30歲組男 50公尺蛙式 0:45.4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郭進國 51歲組以上男 50公尺蛙式 0:52.06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松山家商 王雅芬 高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0.62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社子少林泳隊 趙彥婷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01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芷瑜 國小低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24.90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黃苡榛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4.32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趙若雅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12 二

雙和少泳隊 陳允媗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84 三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劉庭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8.06 四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施　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8.15 五

NTCN 秋刀魚 彭曉言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9.43 六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范姜妤真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0.06 七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邱歆純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3.03 八

NTCN 秋刀魚 鄭筑宜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4.53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馮教晴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5.1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龍映璇 國小中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38.48

中正運動中心 范姜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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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子少林泳隊 許祐境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8.33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林秉澄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70 二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睿紘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4.49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培恩 國小低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7.25 四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逸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7.77 一

雙和少泳隊 張竣翔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43 二

台北市立麗山國小 郭宗霖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76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洪紹誠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1.97 四

恆毅S-Wing 賴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63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林辰翰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67 六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喬修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5.63 七

雙和少泳隊 陳奕鈞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01 八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李逸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8.37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李振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9.50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馮教惟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0.9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譚新廣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7.56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蔡承燁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雷鈞安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江晨瑋 國小中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棄權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戴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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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尖泳隊 郭玲菁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45.05 一

台北市立麗山國中 謝佩涓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1.30 二

文山運動中心 高百慧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0:55.84 三

文山運動中心 黃幼薇 國中組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游善云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0.49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歐俐伽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0.80 二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丁郁倩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4.46 三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朱珈昀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4.89 四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琬心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8.48 五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柏巧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48.87 六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高丞欣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39 七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桂莉婷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0.56 八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蔡宜靜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1.74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鄭翔安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2.92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吳宇昕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2.97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留羽柔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3.4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馥羽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3.67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洪譽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3.99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吳怡葶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4.4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徐采葳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12

恆毅S-Wing 姜乃馨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50

個人 張珈瑄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9.04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韋啟萱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0.63

文山運動中心 朱紜彤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07.03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宇妍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0:57.58 犯規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李宜璇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1:20.74 犯規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戴可樂 國小高年級女 50公尺蛙式 棄權

NTCN 秋刀魚 劉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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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運動中心 陳偉宸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48.18 一

文山運動中心 曾品洋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2.08 二

文山運動中心 石山明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0:56.09 三

文山運動中心 賴思宏 國中組男 50公尺蛙式 1:00.65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翰霖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2.24 一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林城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2.47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上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3.39 三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仕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3.92 四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陸志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4.79 五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昱錡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21 六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林書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22 七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方少桐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5.47 八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連鄭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6.90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汪沛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8.47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蔡祐鈞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49.32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梁　崴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0.05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曾祥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2.21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加安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2.65

恆毅S-Wing 羅御恆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2.88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熙懷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4.45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日盛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07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陳文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12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琦諭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7.19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陳哲均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0:58.81

恆毅S-Wing 姜有為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3.38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蔡嘉宸 國小高年級男 50公尺蛙式 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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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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民豐年泳隊 王伊伶 李羽甄 姚羽宸 賴仲恩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7.74 一

裕民豐年泳隊 簡瑋伶 李芷瑜 洪珮綺 洪珮軒 國小低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9.74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呂治慧 黃苡榛 張茹庭 李佳芯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17.60 一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姵安 趙若雅 汪旻理 方棋萱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3.28 二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紀欣妤 謝宜瑾  傅晨寧 盧品妤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7.16 三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李艾臨 朱婉婷 楊智媛 許淇棋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7.62 四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林芃彣 劉庭瑜 吳嘉家 田凱霖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06 五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姵吟 黃瀞萱 張可妮 王琳瑄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6.53 六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賴劭寧 馮教晴 吳承怜 江宜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9.99 七

NTCN 秋刀魚 彭曉言 彭采言 鄭筑宜 穆孜齊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7.61 八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鄭靖璇 邱歆純 蔣宜潔 何姿嫻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0.41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謝謹如 王心妤 鄭宇淇 龍映璇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4.72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謝佩芯 黃沛慈 黃鳳儀 林亮沂 國小中年級女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01.54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徐培恩 王茂庭 賴睿紘 蔣彬育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2.92 一

社子少林泳隊 洪瑋澤 趙彥婷 李妍萱 葉柏松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6.74 二

社子少林泳隊 蕭美芯 許祐境 楊　光 林泰宏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9.05 三

裕民豐年泳隊 林宥賢 林秉澄 林柏樂 吳瑞宇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9.14 四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埕義 鄭亦超 簡重光 劉睿騏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15.52 五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陳麒鈞 郭泰楀 洪御桓 陳柏穎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2.96 六



裕民豐年泳隊  許宸愷 李詠煜 陳弘軒 陳衍銘 國小低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5.16 七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佳勳  邱柏翰 洪子恩 高煒博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2.35 一

裕民豐年泳隊 李昰賢 洪紹誠 林柏均  黃楷庭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3.33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蘇詣超 周李逸 許珈銘 吳誌洋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29.10 三

雙和少泳隊 謝齊祥 陳奕鈞 張竣翔 夏  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06 四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洪雋崴 蔡明倫 柯冠維  陳彥廷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1.11 五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廖宇弘 林承翰 林辰翰 李守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14 六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杜竑逸 陳喬修 曾祥承 陳錦漢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19 七

社子少林泳隊 李昇璟 黃琦穎 趙冠傑 葉柏辰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94 八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王奎元 胡瑋倫  王伯宇 岑　升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2.94 八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張愷文 陳麒仲 郭哲源 留柏淵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7.01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鄭丞傑 唐佑誠 陳彥安 彭柏深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7.6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郭柏廷 許淯傑 楊鈞硯 范宏泉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39.12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吳柏均 譚新廣 鐘旻承 林　璁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45.57

台北市立老松國小 張庭瑋 馮教惟 曾丞軒  張毓祐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2.47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王楷霖 張淞哲 阮昕樺  張廷瑋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1:58.51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祐笙 蔡承燁 戴　宇 李易軒 國小中年級男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棄權

恆毅S-Wing 劉宗勳 賴彥廷 徐傳玗 吳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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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黃嘉慧 陳　薇 張靖惟 王品懿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8.67 一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傅語寧 鄭翔文 徐于捷  侯亮吟 國中組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0.24 二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裕民豐年泳隊 陳子安 游善云 楊子儀 呂可欣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9.78 一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周書帆 陳寵如 盧立容 黃鈺婷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5.74 二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陳嘉若 朱珈昀 駱亭瑄  彭紫能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6.22 三

裕民豐年泳隊 姚羽芯 楊子萱 李慈芳 洪可珊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6.75 四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周佳儀 歐俐伽 陳姵瑀 高丞欣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5.11 五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陳柏巧 李佳晏 林迺芯 劉若慈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3.09 六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賴禹璇 許瑋宸 范姜妤儒 何建怡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8.57 七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阮芯憑 蔡昕妤 李易庭 王宣蘋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8.95 八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孫芷琳 洪譽芳 鄧婷云 陳琬心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9.32

台北市立雙蓮國小 李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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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8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珮絜 章庭瑄 邱  曦 郭蕙溱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2.68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張芸綺 鄭翔安  盧品卉 鄭秀穎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25.9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李　捷 徐采葳 林睦芸 李昱慈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42.55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陳禹臻 留羽柔 張莉翎 王儷蓉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4:05.41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周采穎 朱庭萱 楊雅雲 楊琇惠 國小高年級女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8.99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永吉國中 蔡政杰 廖晟崴 陳品年 簡仲寬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8.42 一

文山運動中心 賴思宏 陳偉宸 張佑維 吳宇憲 國中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14.52 犯規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義勇救生隊 吳政言 薛光宇 劉新嶼 簡志華 30歲組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8.17 一

單位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次名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鄒家琪 林城維 鄭　睿 周子傑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2.20 一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蘇韋誠 蘇韋愷 簡榮星 簡榮信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4.85 二

台北市立龍安國小 花經武 陳苑峰 曾坤桑南迦 陳寵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25.95 三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謝勳毅 陸志綱 郭耀元 林奕辰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5.52 四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馮日新 陳翰霖 林蔭松 汪沛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36.36 五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陳紘羚 陳仕勛 林科成 胡晉軒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3.04 六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林  威 鄭詠云 張春華 藍純一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3.52 七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 陳首誠 連鄭勛 陳科均 張加安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4.97 八

台北市立溪口國小 鄭立揚 陳昱錡 葉  彤 林祐霆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5.08

台北市立明湖國小 陳琦諭 林書宇 范品緯 宋侑炫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59.93

台北市立興雅國小 朱韋丞 褚家帆 陳柏愷 林韋彤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0.87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 簡泰丞 方少桐 黃頤樵 程天陽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4.18

台北市立玉成國小 彭冠堯 曾祥為 高振翔 高丞逸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5.57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 周塏翔 陳柏睿 盧毓崴 張力升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06.86

台北市立吉林國小 黃柏崴 洪子倫 游能荃 吳柏叡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30.66

台北市立麗湖國小 王證聿 羅　翊 施克唯 何佳駿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2:44.53 犯規

文山運動中心 呂宜叡 藍千皓 王雍善 周于翔 國小高年級男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賽 3:29.34 犯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