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 
暨國際邀請賽 

成績總表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部體育署、桃園市議會、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三、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桃竹苗區會、桃園市中大早泳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桃園市龍潭區體育會、中華民國大師運

動協會、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北區會、中華民國成人游泳

協會中區會、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南區會、中華民國成人

游泳協會東區會、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桃竹苗區各會、國

際扶輪 3502 地區桃園中山社、桃園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五、比賽日期：111 年 10 月 1、2 日〈星期六、日〉 

六、比賽地點：桃園市立游泳池(桃園市桃園區中平路 34 號) 

七、核准文號：教育部體育署 111 年 9 月 7 日臺教體署全(一)字 

第 1110031410 號暨桃園市政府 111 年 6 月 9 日府體競字 

第 11101541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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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積分排行榜 

名次 單位 
總分 
B+C 

比賽積分 
A 

比賽成績 
加權分數 

B 

報名人數 
加權分數 

C 

1 自強早泳 1136.70  1581 1106.70  30.00  

2 三重泳會 1020.00  1427 998.90  21.10  

3 海雁維京人 871.41  1218 852.60  18.81  

4 蘆洲四季 563.23  789 552.30  10.93  

5 永和晨泳 438.70  614 429.80  8.90  

6 中大早泳 411.71  570 399.00  12.71  

7 三峽泳會 368.19  514 359.80  8.39  

8 天泳 CST 337.64  470 329.00  8.64  

9 逢甲少泳 248.81  346 242.20  6.61  

10 普將泳隊 233.73  327 228.90  4.83  

11 新竹四季 151.77  211 147.70  4.07  

12 桃區早泳 129.49  177 123.90  5.59  

13 埔里早泳 119.76  162 113.40  6.36  

14 北大泳隊 108.31  150 105.00  3.31  

15 台南四季 86.67  118 82.60  4.07  

16 鳳山泳協 83.23  116 81.20  2.03  

16 鳳山泳協 83.23  116 81.20  2.03  

18 鶯歌泳會 66.75  91 63.70  3.05  

19 北市青泳 64.46  87 60.90  3.56  

20 苗中港溪 60.83  84 58.8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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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總錦標 
獎牌統計一覽表 

 

名次 單位 金牌 銀牌 銅牌 合計 

第 1 名 三重泳會 51 35 38 124 

第 2 名 海雁維京人 43 39 28 110 

第 3 名 自強早泳 42 53 54 149 

第 4 名 蘆洲四季 30 30 18 78 

第 5 名 天泳 CST 27 14 3 44 

第 6 名 中大早泳 25 17 15 57 

第 7 名 永和晨泳 22 21 13 56 

第 8 名 三峽泳會 21 10 14 45 

第 9 名 普將泳隊 14 9 8 31 

第 10 名 新竹四季 11 7 3 21 

第 11 名 埔里早泳 11 4 6 21 

第 12 名 桃區早泳 7 4 7 18 

第 13 名 鳳山泳協 7 3 1 11 

第 14 名 大林游泳 6 4 2 12 

第 15 名 高市早游 6 2 1 9 

第 16 名 逢甲少泳 5 11 12 28 

第 17 名 北市青泳 5 2 3 10 

第 18 名 北大泳隊 4 5 0 9 

第 19 名 中市四季 4 3 1 8 

第 20 名 員林四季 4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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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我國、大會)紀錄一覽表
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1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1:02.51 01:02.51 葉亞芯 天泳 CST 01:02.20 1 V V   

2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0.57 01:30.57 曾綾宣 天泳 CST 01:25.58 1 V V   

3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0.57 01:30.57 陳𥴰安 普將泳隊 01:25.61 2 V V   

4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0.57 01:30.57 蔡兆衣 自強早泳 01:26.17 3 V V   

5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0.57 01:30.57 董宜安 蘆洲四季 01:27.03 4 V V   

6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蝶式 01:13.37 01:13.37 王雅蓁 普將泳隊 01:08.62 1 V V   

7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9.20 00:29.20 葉亞芯 天泳 CST 00:28.04 1 V V   

8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9.20 00:29.20 李若伶 海雁維京人 00:29.03 2 V V   

9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8.54 00:38.54 陳𥴰安 普將泳隊 00:35.95 1 V V   

10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8.54 00:38.54 曾綾宣 天泳 CST 00:36.82 2 V V   

11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8.54 00:38.54 蔡兆衣 自強早泳 00:37.28 3 V V   

12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31.72 00:31.72 王雅蓁 普將泳隊 00:29.95 1 V V   

13 女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31.72 00:31.72 李若伶 海雁維京人 00:30.84 2 V V   

14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18.55 01:18.55 陳廷 天泳 CST 01:13.04 1 V V   

15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18.55 01:18.55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1:16.23 2 V V   

16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18.55 01:18.55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1:17.70 3 V V   

17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蛙式 01:22.13 01:22.13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1:20.26 1 V V   

18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蝶式 01:21.75 01:18.56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1:17.00 1 V V   

19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200 公尺蛙式 03:15.45 03:15.45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3:03.86 1 V V   

20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5.48 00:35.48 陳廷 天泳 CST 00:32.50 1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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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21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5.48 00:35.48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0:34.02 2 V V   

22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蛙式 00:37.55 00:37.55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0:36.26 1 V V   

23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蝶式 00:33.20 00:33.20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0:32.08 1 V V   

24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蝶式 00:33.20 00:33.20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0:32.51 2 V V   

25 女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蝶式 00:33.20 00:33.20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0:32.88 3 V V   

26 女子 30 歲組(30~3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4.07 01:34.07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1:33.31 1 V V   

27 女子 30 歲組(30~34 歲) 200 公尺蛙式 03:21.47 03:21.47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3:21.17 1 V V   

28 女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仰式 00:36.10 00:36.10 謝至琳 天泳 CST 00:34.63 1 V V   

29 女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30.19 00:30.19 謝至琳 天泳 CST 00:28.12 1 V V   

30 女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5.83 00:35.83 楊金桂 海雁維京人 00:34.35 1 V V   

31 女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30.89 00:30.32 楊金桂 海雁維京人 00:28.38 1 V V   

32 女子 40 歲組(40~44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1:12.00 01:12.00 蔡淑敏 普將泳隊 01:08.78 1 V V   

33 女子 40 歲組(40~44 歲) 200 公尺自由式 02:38.73 02:38.73 蔡淑敏 普將泳隊 02:32.37 1 V V   

34 女子 45 歲組(45~49 歲) 100 公尺蛙式 01:32.94 01:37.46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1:34.79 1   V   

35 女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蛙式 00:40.16 00:44.98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0:41.88 1   V   

36 女子 65 歲組(65~6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56.07 01:34.94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45.62 1 V     

37 女子 65 歲組(65~69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1:39.36 01:33.9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27.36 1 V V   

38 女子 65 歲組(65~69 歲) 100 公尺蝶式 02:02.16 01:55.89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53.44 1 V V   

39 女子 65 歲組(65~69 歲) 50 公尺仰式 00:49.45 00:42.99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0:47.02 1 V     

40 女子 70 歲組(70~74 歲) 200 公尺自由式 03:57.25 03:34.68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3:54.27 1 V     

41 女子 70 歲組(70~74 歲) 400 公尺自由式 08:53.01 07:27.66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8:02.17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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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42 女子 70 歲組(70~7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48.20 00:37.76 陳月秀 蘆洲四季 00:47.43 1 V     

43 女子 75 歲組(75~79 歲) 100 公尺蛙式 02:14.47 02:14.47 彭海萍 新莊早泳 02:04.41 1 V V   

44 女子 75 歲組(75~79 歲) 50 公尺仰式 01:06.27 00:53.83 王陳秀春 苗中港溪 01:04.24 1 V     

45 女子 75 歲組(75~79 歲) 50 公尺蛙式 00:58.85 00:55.01 彭海萍 新莊早泳 00:57.04 1 V     

46 女子 80 歲組(80~84 歲) 50 公尺蛙式 01:03.52 00:51.51 陳美津 新竹四季 01:03.34 1 V     

47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5.82 01:05.82 林廷翰 天泳 CST 01:03.07 1 V V   

48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5.82 01:05.82 林煜臻 自強早泳 01:04.47 2 V V   

49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5.82 01:05.82 蘇允湛 自強早泳 01:04.73 3 V V   

50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13.17 01:13.17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1:09.10 1   V 並列 

51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200 公尺混合式 02:18.19 02:18.19 林廷翰 天泳 CST 02:17.64 1 V V   

52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5 00:30.05 施驊宸 自強早泳 00:28.93 1 V V   

53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5 00:30.05 林煜臻 自強早泳 00:29.66 2 V V   

54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5.38 00:25.38 張克翔 天泳 CST 00:24.23 1 V V   

55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5.38 00:25.38 許立諭 天泳 CST 00:24.68 2 V V   

56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許立諭 天泳 CST 00:30.12 1 V V   

57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李迪倫 自強早泳 00:30.46 2 V V   

58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徐雷 鳳山泳協 00:30.98 3 V V   

59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0:30.79 3   V 並列 

60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劉紘圻 自強早泳 00:32.12 4 V V   

61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37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0:32.18 5 V V   

62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04 00:27.04 張克翔 天泳 CST 00:24.91 1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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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63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04 00:27.04 孫秉蔚 三重泳會 00:26.54 2 V V   

64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04 00:27.04 徐雷 鳳山泳協 00:26.62 3 V V   

65 男子 18 歲組(18-2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04 00:27.04 林均翰 逢甲少泳 00:26.90 4 V V   

66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3.62 01:05.83 楊鈞堯 海雁維京人 01:02.82 1 V V   

67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0:54.73 00:54.73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0:53.17 1 V V   

68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100 公尺蛙式 01:09.04 01:09.04 黃諭憑 海雁維京人 01:06.94 1 V V   

69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200 公尺蛙式 02:32.38 02:32.38 黃諭憑 海雁維京人 02:27.68 1 V V   

70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400 公尺自由式 04:35.15 04:37.41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4:36.87 1   V   

71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仰式 00:28.82 00:28.82 楊鈞堯 海雁維京人 00:28.48 1 V V   

72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4.73 00:24.73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0:23.46 1 V V   

73 男子 25 歲組(25~29 歲) 50 公尺蝶式 00:26.22 00:26.22 黃丞竣 天泳 CST 00:26.16 1 V V   

74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8.59 01:08.59 趙晏熙 天泳 CST 01:06.68 1 V V   

75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10.39 01:10.39 呂紹寧 中大早泳 01:09.63 1 V V   

76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10.39 01:10.39 入江 徹 永和四季 01:09.80 2   V 並列 

77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200 公尺混合式 02:28.97 02:28.97 林昱安 天泳 CST 02:19.72 1 V V   

78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4 00:30.04 林昱安 天泳 CST 00:28.83 1 V V   

79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4 00:30.04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29.82 2 V V   

80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5.30 00:24.87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24.20 1 V V   

81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02 呂紹寧 中大早泳 00:30.04 1 V V   

82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2.35 00:32.02 入江 徹 永和四季 00:30.26 2   V 並列 

83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6.67 00:26.98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26.39 1 V V   



2022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總表 

7 
 

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84 男子 30 歲組(30~3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6.67 00:26.98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26.51 2 V V   

85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07.16 01:10.66 黃建中 三重泳會 01:08.59 1   V   

86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0:58.70 00:57.76 王紹安 海雁維京人 00:54.58 1 V V   

87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0:58.70 00:57.76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0:57.51 2 V V   

88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100 公尺蛙式 01:15.29 01:15.29 陳冠彰 天泳 CST 01:14.53 1 V V   

89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100 公尺蛙式 01:15.29 01:15.29 曾俊杰 自強早泳 01:15.04 2   V 並列 

90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7 00:31.97 黃建中 三重泳會 00:30.27 1   V   

91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0.07 00:31.97 陳冠彰 天泳 CST 00:31.09 2   V   

92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6.05 00:25.07 王紹安 海雁維京人 00:25.30 1 V     

93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74 00:27.65 鄭國輝 天泳 CST 00:27.36 1 V V   

94 男子 35 歲組(35~39 歲) 50 公尺蝶式 00:27.74 00:27.65 曾俊杰 自強早泳 00:27.56 2   V 並列 

95 男子 40 歲組(40~44 歲) 100 公尺蝶式 01:08.67 00:59.62 高敬舜 三重泳會 01:07.64 1 V     

96 男子 40 歲組(40~44 歲) 50 公尺蝶式 00:29.19 00:26.89 邱繼彥 WTC 運動夥 00:28.36 1 V     

97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100 公尺仰式 01:13.77 01:10.91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1:07.89 1 V V   

98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200 公尺混合式 02:46.44 02:32.09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2:45.91 1 V     

99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2.88 00:30.47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32.06 1 V     

100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仰式 00:32.88 00:30.47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32.47 1 V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首

棒成績 32.47 破 45-49 歲級

我國 50m 仰式紀錄 32.88 

101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8.29 00:26.21 李至斌 海雁維京人 00:26.89 1 V     

102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8.29 00:26.21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27.35 1 V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首棒

成績 27.35 破 45-49 歲級我

國 50m 自由式紀錄 28.29 

103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8.29 00:26.21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0:27.07 2 V     

104 男子 45 歲組(45~4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28.29 00:26.21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27.78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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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組別 項目 我國紀錄 大會紀錄 選手 單位 比賽成績 名次 破我國 破大會 備註 

105 男子 50 歲組(50~54 歲) 100 公尺蛙式 01:21.05 01:21.05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1:17.55 1 V V   

106 男子 50 歲組(50~54 歲) 200 公尺蛙式 03:00.85 03:00.85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2:54.93 1 V V   

107 男子 50 歲組(50~54 歲) 50 公尺蛙式 00:34.77 00:34.77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0:33.68 1 V V   

108 男子 50 歲組(50~54 歲) 50 公尺蝶式 00:30.50 00:27.93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0:29.99 1 V     

109 男子 60 歲組(60~64 歲) 100 公尺仰式 01:17.21 01:26.26 正山堯 三重泳會 01:25.68 1   V 並列 

110 男子 60 歲組(60~64 歲) 200 公尺自由式 02:43.68 02:38.92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2:33.12 1 V V   

111 男子 60 歲組(60~64 歲) 400 公尺自由式 05:52.49 05:51.43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5:29.28 1 V V   

112 男子 65 歲組(65~69 歲) 400 公尺自由式 06:25.47 06:25.47 陳吉裕 新莊早泳 06:24.64 1 V V   

113 男子 65 歲組(65~69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0:31.06 00:31.06 羅源森 新竹四季 00:30.49 1 V V   

114 男子 65 歲組(65~69 歲) 50 公尺蝶式 00:35.06 00:34.25 羅源森 新竹四季 00:31.62 1 V V   

115 男子 70 歲組(70~74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1:18.83 01:18.83 吳錫佶 大里吳 01:18.21 1 V V   

116 男子 80 歲組(80~84 歲) 200 公尺蛙式 04:27.98 04:27.98 羅照二 大林游泳 04:25.90 1 V V   

117 男子 85 歲組(85~89 歲) 100 公尺蛙式 02:35.34 02:20.44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2:12.33 1 V V   

118 男子 85 歲組(85~89 歲) 50 公尺蛙式 00:58.57 00:57.02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0:55.55 1 V V   

119 男子 85 歲組(85~89 歲) 50 公尺蝶式 01:07.71 01:07.31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1:05.08 1 V V   

120 男子 90 歲組(90~94 歲) 100 公尺自由式 03:06.03 03:06.03 江宗津 桃市四季 02:55.80 1 V V   

121 男子 90 歲組(90~94 歲) 50 公尺仰式 01:36.06 01:06.20 陳彥地 鶯歌泳會 01:28.21 1 V     

122 男子 90 歲組(90~9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1:18.85 00:58.11 謝秀成 埔里早泳 01:04.23 1 V     

123 男子 90 歲組(90~94 歲) 50 公尺自由式 01:18.85 00:58.11 江宗津 桃市四季 01:17.99 2 V     

  註：破我國紀錄 110 選手人次，破大會紀錄 101 選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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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0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克翔 天泳 CST 00:24.23 

破我國紀錄

00:25.38 破

大會紀錄

00:25.38

2 許立諭 天泳 CST 00:24.68 

破我國紀錄

00:25.38 破

大會紀錄

00:25.38
3 施宇晟 自強早泳 00:25.50 

4 劉紘圻 自強早泳 00:25.99 

5 林均翰 逢甲少泳 00:26.04 

6 李迪倫 自強早泳 00:26.36 

7 周繼恩 天泳 CST 00:26.57 並列 

7 陳科均 自強早泳 00:27.05 

8 蔡松育 普將泳隊 00:27.13 

9 陳奕翔 北大泳隊 00:27.27 

10 施驊宸 自強早泳 00:27.53 

11 吳承翰 自強早泳 00:28.24 

12 賴侑辰 普將泳隊 00:28.89 

13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0:28.93 

14 林昀叡 北大泳隊 00:29.23 

15 詹承啟 無限泳隊 00:29.40 

16 陳泳騰 無限泳隊 00:29.64 

16 廖孚珅 普將泳隊 00:29.64 

18 陳湘峰 自強早泳 00:29.72 

19 吳承諺 自強早泳 00:33.42 

20 朱沁 天泳 CST 00:36.92 

21 林紘毅 北大泳隊 00:38.77 

魏千凱 逢甲少泳 棄權 

李定宸 金門泳委會 棄權 

張濬治 自強早泳 棄權 

夏于程 無限泳隊 棄權 

宋政諺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266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施驊宸 自強早泳 00:28.93 

破我國紀錄

00:30.05 破

大會紀錄

00:30.05

2 林煜臻 自強早泳 00:29.66 

破我國紀錄

00:30.05 破

大會紀錄

00:30.05
3 蘇允湛 自強早泳 00:30.10 

4 楊仲軒 北大泳隊 00:31.03 

5 林均翰 逢甲少泳 00:32.29 

6 楊子慶 普將泳隊 00:32.55 

7 陳奕翔 北大泳隊 00:33.47 

8 吳承翰 自強早泳 00:33.75 

9 賴柏瑋 天泳 CST 00:35.44 

10 周煜甯 天泳 CST 00:35.69 

第 266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1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0:36.39

12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0:39.83

13 林紘毅 北大泳隊 00:48.23
張濬治 自強早泳 棄權 

褚家帆 天泳 CST 棄權 
 

第 064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立諭 天泳 CST 00:30.12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37

2 李迪倫 自強早泳 00:30.46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37

3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0:30.79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0:32.37

3 徐雷 鳳山泳協 00:30.98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37

4 劉紘圻 自強早泳 00:32.12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37

5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0:32.18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37
6 陳科均 自強早泳 00:32.84

7 詹承啟 無限泳隊 00:36.41

8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0:36.67

9 陳湘峰 自強早泳 00:39.96

10 陳品鈞 北大泳隊 00:41.13

11 王宜哲 三重泳會 00:41.95

12 吳承諺 自強早泳 00:42.47

陳煒哲 自強早泳 棄權 

魏千凱 逢甲少泳 棄權 

黃柏皓 普將泳隊 棄權 

朱沁 天泳 CST 棄權 
 

第 096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克翔 天泳 CST 00:24.91

破我國紀錄

00:27.04 破

大會紀錄

00:27.04

2 孫秉蔚 三重泳會 00:26.54

破我國紀錄

00:27.04 破

大會紀錄

00:27.04

3 徐雷 鳳山泳協 00:26.62
破我國紀錄

00:27.04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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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6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大會紀錄

00:27.04

4 林均翰 逢甲少泳 00:26.90 

破我國紀錄

00:27.04 破

大會紀錄

00:27.04
5 葉承憲 天泳 CST 00:27.19 

6 施宇晟 自強早泳 00:27.21 

7 周繼恩 天泳 CST 00:27.70 並列 

7 張濬治 自強早泳 00:28.78 

8 陳世鵬 詩巫 00:28.96 並列 

8 楊子慶 普將泳隊 00:29.10 

9 蔡松育 普將泳隊 00:29.67 

10 賴侑辰 普將泳隊 00:30.79 

11 簡榮星 天泳 CST 00:30.96 

12 林冠廷 北大泳隊 00:31.27 

13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0:32.44 

14 廖孚珅 普將泳隊 00:33.03 

15 王宜瑋 三重泳會 00:37.64 

16 陳元皓 天泳 CST 00:38.97 
周煜甯 天泳 CST 棄權 

宋政諺 海雁維京人 棄權 

魏千凱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196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施宇晟 自強早泳 00:54.75 

2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0:54.96 並列 

2 楊仲軒 北大泳隊 01:00.25 

3 陳世鵬 詩巫 01:00.54 並列 

3 蘇允湛 自強早泳 01:00.95 

4 林昀叡 北大泳隊 01:08.89 

5 王宜哲 三重泳會 01:14.99 

6 王宜瑋 三重泳會 01:21.63 
李定宸 金門泳委會 棄權 

夏于程 無限泳隊 棄權 

宋政諺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132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廷翰 天泳 CST 01:03.07 

破我國紀錄

01:05.82 破

大會紀錄

01:05.82

2 林煜臻 自強早泳 01:04.47 

破我國紀錄

01:05.82 破

大會紀錄

01:05.82

3 蘇允湛 自強早泳 01:04.73 

破我國紀錄

01:05.82 破

大會紀錄

01:05.82
4 陳玠丞 蘆洲四季 01:07.90 

第 132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賴柏瑋 天泳 CST 01:18.68

6 陳元皓 天泳 CST 01:25.33
褚家帆 天泳 CST 棄權 

 

第 362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1:09.10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1:13.17
1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1:13.31

2 李迪倫 自強早泳 01:14.41

3 王韋翔 大同大學 01:16.03

4 吳浩嵐 天泳 CST 01:18.79 並列 

詹承啟 無限泳隊 棄權 

徐雷 鳳山泳協 棄權 

陳煒哲 自強早泳 棄權 

黃柏皓 普將泳隊 棄權 

魏千凱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298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孫秉蔚 三重泳會 01:01.27

2 陳世鵬 詩巫 01:06.63 並列 

2 簡榮星 天泳 CST 01:10.36

3 何柏鋕 無限泳隊 01:16.45
 

第 032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蘇允湛 自強早泳 02:10.86

2 陳世鵬 詩巫 02:22.67 並列 

王韋翔 大同大學 棄權 
 

第 164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雷 鳳山泳協 02:44.15

2 陳玠丞 蘆洲四季 02:46.84

3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2:49.68

4 吳尚澤 海雁維京人 02:52.12

5 吳浩嵐 天泳 CST 02:52.93 並列 

5 詹承啟 無限泳隊 03:12.40

6 陳品鈞 北大泳隊 03:42.89

7 陳世舸 SS 03:46.29 並列 

王韋翔 大同大學 棄權 
 

第 394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廷翰 天泳 CST 02:17.64

破我國紀錄

02:18.19 破

大會紀錄

02:18.19
2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2:22.23 並列 

2 陳玠丞 蘆洲四季 02: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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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4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陳科均 自強早泳 02:31.67 

4 吳尚澤 海雁維京人 02:49.58 

5 林冠廷 北大泳隊 03:04.43 
陳世舸 SS 棄權 

張濬治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34 項：男子 18 歲組(18~2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韋翔 大同大學 04:49.30 

2 陳世鵬 詩巫 05:22.75 並列 

2 何柏鋕 無限泳隊 06:16.30 

陳泳騰 無限泳隊 棄權 
 

第 329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0:23.46 

破我國紀錄

00:24.73 破

大會紀錄

00:24.73
2 施閔軒 海雁維京人 00:25.66 

3 林保宏 逢甲少泳 00:26.43 

4 郭啟源 逢甲少泳 00:26.94 

5 游皓任 孝賢社區 00:28.41 

6 陳郁旻 天泳 CST 00:28.44 

7 黎庭佑 來來泳池 00:36.96 
吳如雄 海雁維京人 棄權 

洪旭輝 逢甲少泳 棄權 

吳晉維 噴水哥哥 棄權 

盧奕丞 噴水哥哥 棄權 

林家祥 噴水哥哥 棄權 

高煒勝 三重泳會 棄權 
 

第 265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鈞堯 海雁維京人 00:28.48 

破我國紀錄

00:28.82 破

大會紀錄

00:28.82
2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0:28.88 

3 黃丞緯 自強早泳 00:32.44 

4 游皓任 孝賢社區 00:32.86 

5 李彥儒 逢甲少泳 00:34.13 

包錦恩 天泳 CST 棄權 
 

第 06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諭憑 海雁維京人 00:30.53 

2 林榮俊 三重泳會 00:32.47 

3 黃丞緯 自強早泳 00:33.44 

4 羅濟祐 天泳 CST 00:36.29 

5 黃湧翔 卡拉蒂 00:38.12 

6 洪旭輝 逢甲少泳 00:38.68 

第 06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林保宏 逢甲少泳 00:39.17

8 盧奕丞 噴水哥哥 00:39.18

9 高煒勝 三重泳會 00:43.38

10 徐麒惟 噴水哥哥 01:22.21
 

第 095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丞竣 天泳 CST 00:26.16

破我國紀錄

00:26.22 破

大會紀錄

00:26.22
2 吳如雄 海雁維京人 00:26.85

3 黃丞緯 自強早泳 00:27.58

4 黃晨易 自強早泳 00:28.50

5 劉又瑋 海雁維京人 00:28.51

6 郭啟源 逢甲少泳 00:29.80

7 呂陽民 海雁維京人 00:30.14

8 陳信凱 永和晨泳 00:36.21

9 祝榮皓 永和晨泳 00:36.44

10 高煒勝 三重泳會 00:44.06
林建良 自強早泳 棄權 

陳秉謙 鶯歌泳會 棄權 

黃淯聖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95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0:53.17

破我國紀錄

00:54.73 破

大會紀錄

00:54.73

2 楊鈞堯 海雁維京人 00:56.07

3 施閔軒 海雁維京人 00:56.79

4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0:58.03

5 呂陽民 海雁維京人 01:03.89

6 黃晨易 自強早泳 01:04.09

7 陳信凱 永和晨泳 01:14.57

8 陳廷軒 蘆洲四季 01:16.08

9 祝榮皓 永和晨泳 01:22.68

10 高煒勝 三重泳會 01:33.01

11 林家祥 噴水哥哥 01:45.61

12 徐麒惟 噴水哥哥 01:54.46

陳秉謙 鶯歌泳會 棄權 

黃淯聖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31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鈞堯 海雁維京人 01:02.82

破我國紀錄

01:03.62 破

大會紀錄

01:05.83
2 楊大寬 海雁維京人 01:08.02

3 曾柏瑋 普將泳隊 01:10.02



2022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總表 

4 
 

第 131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包錦恩 天泳 CST 01:11.70 

5 李彥儒 逢甲少泳 01:18.60 
黃淯聖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361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諭憑 海雁維京人 01:06.94 

破我國紀錄

01:09.04 破

大會紀錄

01:09.04
2 許耿豪 天泳 CST 01:15.42 

3 游皓任 孝賢社區 01:17.36 

4 黃湧翔 卡拉蒂 01:28.65 

5 黎庭佑 來來泳池 01:48.57 
羅濟祐 天泳 CST 棄權 

 

第 297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丞竣 天泳 CST 01:00.00 

2 黃丞緯 自強早泳 01:04.64 

3 葉軒甫 天泳 CST 01:14.60 

4 陳廷軒 蘆洲四季 01:34.37 
 

第 031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2:07.71 

2 施閔軒 海雁維京人 02:08.69 

3 劉又瑋 海雁維京人 02:17.61 

4 曾柏瑋 普將泳隊 02:21.65 

5 葉軒甫 天泳 CST 02:26.55 
黃淯聖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6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諭憑 海雁維京人 02:27.68 

破我國紀錄

02:32.38 破

大會紀錄

02:32.38
2 林榮俊 三重泳會 02:49.79 

3 吳晉維 噴水哥哥 04:35.94 
 

第 39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2:27.77 

2 楊大寬 海雁維京人 02:29.44 

3 許耿豪 天泳 CST 02:30.20 

4 游皓任 孝賢社區 02:49.73 
 

第 23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4:36.87 
破大會紀錄

04:37.41

第 233 項：男子 25 歲組(25~2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劉又瑋 海雁維京人 04:54.53
 

第 328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24.20

破我國紀錄

00:25.30 破

大會紀錄

00:24.87
2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25.78

3 任傑 天泳 CST 00:26.43

4 陳功 中大早泳 00:28.54

5 江旌逢 自強早泳 00:28.63

6 林品宏 逢甲少泳 00:29.80

7 劉達禮 三重泳會 00:30.22

8 洪榮岐 普將泳隊 00:30.59

9 蔡孟宸 逢甲少泳 00:30.85

10 李邦彥 永和四季 00:32.34

11 田上弘 自強早泳 00:34.34

12 蔣昇諺 自強早泳 00:43.32

13 陳柏辰 自強早泳 00:44.23
孫弘 天泳 CST 棄權 

蕭雋涵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264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昱安 天泳 CST 00:28.83

破我國紀錄

00:30.04 破

大會紀錄

00:30.04

2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29.82

破我國紀錄

00:30.04 破

大會紀錄

00:30.04
3 溫紹宏 永和晨泳 00:32.78

4 任傑 天泳 CST 00:32.95

5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33.12

6 林德晉 蘆洲四季 00:35.11
 

第 062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呂紹寧 中大早泳 00:30.04

破我國紀錄

00:32.35 破

大會紀錄

00:32.02

2 入江 徹 永和四季 00:30.26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0:32.02
2 陳履賢 天泳 CST 00:33.22

3 張宇廷 海雁維京人 00:34.00

4 黃冠嘉 海雁維京人 00:34.06

5 江明錡 蘆洲四季 00:37.46

6 蔡孟宸 逢甲少泳 00:37.47

7 林品宏 逢甲少泳 0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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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2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8 黃曟瑉 自強早泳 00:43.60 

9 孫詠星 卡拉蒂 00:43.90 

10 蔣昇諺 自強早泳 00:48.27 
李旗川 三峽泳會 00:41.71 違規提前出發

陳柏辰 自強早泳 00:50.37 違規提前出發

林博威 中大早泳 棄權 

張紘瑋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094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26.39 

破我國紀錄

00:26.67 破

大會紀錄

00:26.98

2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26.51 

破我國紀錄

00:26.67 破

大會紀錄

00:26.98
3 王志庭 蘆洲四季 00:31.17 

4 洪榮岐 普將泳隊 00:32.51 

5 張宇廷 海雁維京人 00:32.88 

6 陳功 中大早泳 00:35.32 

7 李銘育 自強早泳 01:11.74 

莊舜智 中大早泳 棄權 

張紘瑋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194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懿軒 自強早泳 00:57.23 

2 張國基 自強早泳 00:58.13 

3 柯享亨 三重泳會 00:58.85 

4 孫弘 天泳 CST 01:00.31 

5 溫紹宏 永和晨泳 01:00.40 

6 陳功 中大早泳 01:04.57 

7 張伯丞 自強早泳 01:06.46 

8 劉達禮 三重泳會 01:06.65 

9 蔡孟宸 逢甲少泳 01:12.93 

10 蕭雋涵 永和晨泳 01:22.12 

11 孫詠星 卡拉蒂 01:22.79 

12 李銘育 自強早泳 01:58.41 

高驎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130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晏熙 天泳 CST 01:06.68 

破我國紀錄

01:08.59 破

大會紀錄

01:08.59
莊舜智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360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呂紹寧 中大早泳 01:09.63

破我國紀錄

01:10.39 破

大會紀錄

01:10.39

2 入江 徹 永和四季 01:09.80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1:10.39

2 陳履賢 天泳 CST 01:21.49

3 林德晉 蘆洲四季 01:25.06

4 江明錡 蘆洲四季 01:28.62

5 王志庭 蘆洲四季 01:28.98

6 田上弘 自強早泳 01:40.87

7 黃曟瑉 自強早泳 01:43.80
江旌逢 自強早泳 棄權 

江信宏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童敬之 卡拉蒂 棄權 
 

第 296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自雄 天泳 CST 01:08.38

2 林德晉 蘆洲四季 01:13.78

3 林俊安 自強早泳 01:38.58

張伯丞 自強早泳 棄權 

童敬之 卡拉蒂 棄權 
 

第 030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自雄 天泳 CST 02:14.96

2 柯享亨 三重泳會 02:21.17

3 陳功 中大早泳 02:33.27

4 林俊安 自強早泳 03:09.79
 

第 162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冠嘉 海雁維京人 02:49.38

2 江明錡 蘆洲四季 03:15.79

3 李旗川 三峽泳會 03:50.24
林博威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392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昱安 天泳 CST 02:19.72

破我國紀錄

02:28.97 破

大會紀錄

02:28.97
2 趙晏熙 天泳 CST 02:31.66

3 柯享亨 三重泳會 02:37.82

4 張伯丞 自強早泳 03:27.17

5 林俊安 自強早泳 03:35.90

江信宏 海雁維京人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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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2 項：男子 30 歲組(30~3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柯享亨 三重泳會 05:14.98 

2 林德晉 蘆洲四季 05:42.16 

3 林俊安 自強早泳 06:48.00 
 

第 327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紹安 海雁維京人 00:25.30 
破我國紀錄

00:26.05
2 林聖佳 飛魚 00:27.87 

3 魏士紘 三重泳會 00:28.03 

4 吳政憲 蘆洲四季 00:29.05 

5 顧承翰 中大早泳 00:29.06 

6 陳俊羽 自強早泳 00:30.12 

7 黃哲治 員林四季 00:34.27 
鄭國輝 天泳 CST 棄權 

楊凱翔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263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建中 三重泳會 00:30.27 
破大會紀錄

00:31.97

2 陳冠彰 天泳 CST 00:31.09 
破大會紀錄

00:31.97
3 魏士紘 三重泳會 00:37.81 

4 陳俊羽 自強早泳 00:40.85 

林國揚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061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政憲 蘆洲四季 00:35.18 

2 黃柏棟 永和晨泳 00:35.46 

3 陳彥廷 永和晨泳 00:39.31 

4 江立國 三重泳會 00:40.68 

5 林俊良 海雁維京人 00:44.80 
彭韋勛 普將泳隊 棄權 

 

第 093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國輝 天泳 CST 00:27.36 

破我國紀錄

00:27.74 破

大會紀錄

00:27.65

2 曾俊杰 自強早泳 00:27.56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0:27.65
2 王紹安 海雁維京人 00:27.90 

3 林國揚 自強早泳 00:30.67 

4 陳彥廷 永和晨泳 00:34.01 

5 林聖佳 飛魚 00:34.44 

6 江立國 三重泳會 00:34.53 

7 林俊良 海雁維京人 00:45.44 
 

 

第 193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紹安 海雁維京人 00:54.58

破我國紀錄

00:58.70 破

大會紀錄

00:57.76

2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0:57.51

破我國紀錄

00:58.70 破

大會紀錄

00:57.76
3 顧承翰 中大早泳 01:03.89

4 林國揚 自強早泳 01:04.70

5 陳俊羽 自強早泳 01:11.85

6 陳彥廷 永和晨泳 01:14.21

7 黃哲治 員林四季 01:15.63
曾俊杰 自強早泳 棄權 

楊凱翔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129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建中 三重泳會 01:08.59
破大會紀錄

01:10.66
朴亨旻 三峽泳會 棄權 

 

第 359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冠彰 天泳 CST 01:14.53

破我國紀錄

01:15.29 破

大會紀錄

01:15.29

2 曾俊杰 自強早泳 01:15.04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1:15.29
2 黃柏棟 永和晨泳 01:21.29

許育鈞 彰化三民 棄權 

彭韋勛 普將泳隊 棄權 
 

第 295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國輝 天泳 CST 01:05.32
 

第 029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朴亨旻 三峽泳會 並列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2:09.70

蘇國欽 台南四季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161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柏棟 永和晨泳 03:06.53

2 許育鈞 彰化三民 03:24.14
 

第 391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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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1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曾俊杰 自強早泳 棄權 

林國揚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31 項：男子 35 歲組(35~3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4:45.42 

2 蘇國欽 台南四季 06:30.62 

3 陳俊羽 自強早泳 06:33.88 
 

第 326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沛洋 逢甲少泳 00:27.50 

2 游承翰 中大早泳 00:27.86 

3 王仁宏 中大早泳 00:28.64 

4 尤鼎傑 三重泳會 00:28.92 

5 王彥翔 三重泳會 00:29.09 

6 戴必強 逢甲少泳 00:29.52 

7 劉文楷 自強早泳 00:29.62 

8 郭后翔 卡拉蒂 00:29.70 

9 莊裕斌 自強早泳 00:31.09 

10 柯文傑 自強早泳 00:32.18 

11 王詔賢 自強早泳 00:34.27 

12 吳念峯 自強早泳 00:40.17 

13 呂冠燁 自強早泳 00:41.57 

14 鐘永明 自強早泳 00:42.68 

黃中強 三重泳會 棄權 

劉慶豐 自強早泳 棄權 

許志全 彰化三民 棄權 

鄒坤池 永和晨泳 棄權 

王志平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262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敬舜 三重泳會 00:33.49 

2 王彥翔 三重泳會 00:36.10 

3 張鈞晃 自強早泳 00:40.42 

4 葉智鴻 桃市三民 00:44.55 
邱三峯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060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欣軒 三峽泳會 00:34.88 

2 詹逸人 自強早泳 00:38.27 

3 尤鼎傑 三重泳會 00:38.54 

4 戴必強 逢甲少泳 00:38.86 

5 葉智鴻 桃市三民 00:40.66 

6 吳俊縊 自強早泳 00:43.86 

7 林明璋 海雁維京人 00:50.72 

8 黃中強 三重泳會 00:52.59 

9 李長根 自強早泳 00:53.66 

10 鐘永明 自強早泳 00:53.85 

第 060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1 王詔賢 自強早泳 01:02.68
邱三峯 海雁維京人 棄權 

李勇賢 自強早泳 棄權 

呂冠燁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092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繼彥 WTC 運 動 夥 伴 00:28.36
破我國紀錄

00:29.19
2 高敬舜 三重泳會 00:29.47

3 游承翰 中大早泳 00:30.67

4 吳沛洋 逢甲少泳 00:32.50

5 戴必強 逢甲少泳 00:32.81

6 郭后翔 卡拉蒂 00:33.08

7 李威廷 三重泳會 00:34.68

8 尤鼎傑 三重泳會 00:36.27

9 鄒坤池 永和晨泳 00:44.74

10 吳念峯 自強早泳 00:49.55

11 陳卓凡 三重泳會 00:50.27

12 林明璋 海雁維京人 00:53.28

13 吳政修 三峽泳會 00:53.56
王有盛 七海泳人 00:47.77 違規 

劉慶豐 自強早泳 棄權 

許志全 彰化三民 棄權 

王志平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192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文楷 自強早泳 01:06.08

2 戴必強 逢甲少泳 01:08.27

3 吳沛洋 逢甲少泳 01:10.94

4 李仲桓 中大早泳 01:11.47

5 尤鼎傑 三重泳會 01:12.11

6 李威廷 三重泳會 01:12.16

7 莊裕斌 自強早泳 01:15.56

8 柯文傑 自強早泳 01:16.02

9 王有盛 七海泳人 01:26.40

10 陳卓凡 三重泳會 01:33.35

11 吳政修 三峽泳會 01:35.19

12 黃中強 三重泳會 02:18.46

詹明宗 自強早泳 棄權 

詹逸人 自強早泳 棄權 

李柏傑 淡水游泳會 棄權 
 

第 128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敬舜 三重泳會 01:15.97

2 王彥翔 三重泳會 01:20.98

3 莊裕斌 自強早泳 01:31.43

4 張鈞晃 自強早泳 01: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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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8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欣軒 三峽泳會 01:19.34 

2 李長根 自強早泳 01:28.43 

3 王詔賢 自強早泳 02:15.14 
黃中強 三重泳會 02:07.37 違規單手觸壁

林允程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294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敬舜 三重泳會 01:07.64 
破我國紀錄

01:08.67

2 郭后翔 卡拉蒂 01:27.83 

3 莊裕斌 自強早泳 01:36.58 

4 吳俊縊 自強早泳 01:37.45 

5 吳政修 三峽泳會 02:20.75 
王志平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028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仲桓 中大早泳 02:39.88 

2 吳沛洋 逢甲少泳 03:01.65 

3 柯文傑 自強早泳 03:02.31 

4 陳卓凡 三重泳會 03:44.34 
詹明宗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60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鈞晃 自強早泳 03:14.24 

2 呂冠燁 自強早泳 04:22.80 

3 李長根 自強早泳 04:41.02 

4 王詔賢 自強早泳 04:52.59 
李勇賢 自強早泳 棄權 

林允程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390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鈞晃 自強早泳 03:22.52 

2 呂冠燁 自強早泳 03:47.70 
 

第 230 項：男子 40 歲組(40~4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虹瑋 桃區早泳 06:45.03 

2 柯文傑 自強早泳 06:54.79 

3 李長根 自強早泳 06:56.40 

4 吳政修 三峽泳會 08:09.94 
李仲桓 中大早泳 05:56.45 違規提前出發

 

第 325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至斌 海雁維京人 00:26.89 
破我國紀錄

00:28.29

2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0:27.07 
破我國紀錄

00:28.29

第 325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27.78
破我國紀錄

00:28.29
4 周士堔 海雁維京人 00:29.93

5 卓明德 海雁維京人 00:30.12

6 周晉震 自強早泳 00:32.15

7 李銘禧 自強早泳 00:32.21

8 洪國書 陽光泳隊 00:32.92

9 劉瑞升 逢甲少泳 00:32.98

10 張偉翰 海雁維京人 00:33.19

11 呂啓帆 自強早泳 00:34.92

12 馮輝慶 中壢泳協 00:35.91

13 劉育任 三重泳會 00:36.51

14 蘇鴻斌 蘆洲四季 00:38.45

15 蔡青倍 海雁維京人 00:45.82

16 高仁德 海雁維京人 00:47.30

17 江怡弘 北市青泳 00:48.63
葉柏劭 蘆洲四季 棄權 

高紹偉 中大早泳 棄權 

吳家慶 北大泳隊 棄權 
 

第 261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32.06
破我國紀錄

00:32.88

2 卓明德 海雁維京人 00:35.26

3 曾正仁 普將泳隊 00:35.66

4 林仙火 蘆洲四季 00:42.59

5 高仁德 海雁維京人 01:06.71
周晉震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059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嘉儒 中大早泳 00:36.85

2 江雲軒 中大早泳 00:38.52

3 郭國良 蘆洲四季 00:39.76

4 張偉翰 海雁維京人 00:39.84

5 李銘禧 自強早泳 00:42.23

6 周宗正 卡拉蒂 00:44.17

7 陳忠戊 埔里早泳 00:46.13

呂啓帆 自強早泳 棄權 

葉柏劭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091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0:30.01

2 李至斌 海雁維京人 00:30.02

3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0:30.42

4 杜皆興 海雁維京人 00:33.40

5 李銘禧 自強早泳 00:34.16

6 劉育任 三重泳會 00:36.90

7 林鉅翔 永和晨泳 00: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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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1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8 蔡德華 自強早泳 00:38.86 

9 林仙火 蘆洲四季 00:39.49 

10 朱家霖 永和晨泳 00:40.83 

11 江明盛 逢甲少泳 00:41.33 

12 陳永翔 自強早泳 00:43.85 

13 洪志文 自強早泳 00:46.47 

14 高宇龍 自強早泳 00:49.61 
 

第 191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至斌 海雁維京人 01:01.45 

2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1:02.30 

3 歐陽士煌 蘆洲四季 01:11.04 

4 周士堔 海雁維京人 01:12.04 

5 李銘禧 自強早泳 01:12.56 

6 林鉅翔 永和晨泳 01:13.46 

7 江明盛 逢甲少泳 01:14.25 

8 劉瑞升 逢甲少泳 01:16.28 

9 陳怡誠 逢甲少泳 01:16.46 

10 吳家慶 北大泳隊 01:16.71 

11 張中昊 海雁維京人 01:20.32 

12 周宗正 卡拉蒂 01:22.33 

13 劉育任 三重泳會 01:25.44 

14 馮輝慶 中壢泳協 01:25.89 

15 高宇龍 自強早泳 01:30.54 

16 江怡弘 北市青泳 02:03.12 
葉柏劭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27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仲齊 三重泳會 01:07.89 

破我國紀錄

01:13.77 破

大會紀錄

01:10.91
2 卓明德 海雁維京人 01:16.72 

3 曾正仁 普將泳隊 01:17.13 

4 歐陽士煌 蘆洲四季 01:29.64 

5 陳怡誠 逢甲少泳 01:35.16 

6 江明盛 逢甲少泳 01:36.31 

7 蔡德華 自強早泳 01:45.75 

8 葉益霖 自強早泳 01:47.64 
 

第 357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嘉儒 中大早泳 01:22.54 

2 江雲軒 中大早泳 01:30.51 

3 張偉翰 海雁維京人 01:36.77 

4 蘇鴻斌 蘆洲四季 01:50.68 

5 蔡青倍 海雁維京人 01:51.12 

6 吳志忠 永和晨泳 02:10.67 

葉柏劭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357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王永朝 台南四季 棄權 
 

第 293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1:13.88

2 杜皆興 海雁維京人 01:22.13

3 劉育任 三重泳會 01:33.91

4 葉益霖 自強早泳 01:50.77

陳永翔 自強早泳 01:59.77 違規結束蛙式踢腳

 

第 027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2:30.01

2 杜皆興 海雁維京人 02:40.79

3 劉瑞升 逢甲少泳 02:56.36

4 張中昊 海雁維京人 03:05.30
 

第 159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3:00.97

2 郭國良 蘆洲四季 03:19.32

3 江雲軒 中大早泳 03:24.08

4 張偉翰 海雁維京人 03:28.15

5 吳志忠 永和晨泳 04:57.72
王永朝 台南四季 棄權 

 

第 389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2:45.91
破我國紀錄

02:46.44
2 歐陽士煌 蘆洲四季 03:04.21

3 劉瑞升 逢甲少泳 03:24.74

4 陳怡誠 逢甲少泳 03:26.71

5 朱家霖 永和晨泳 03:31.02

6 蔡德華 自強早泳 03:51.33

7 葉益霖 自強早泳 03:55.54

8 洪志文 自強早泳 04:43.30
 

第 229 項：男子 45 歲組(45~4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5:15.97

2 周晉震 自強早泳 05:43.46

3 杜皆興 海雁維京人 05:44.89

4 蔡德華 自強早泳 06:38.28

5 張中昊 海雁維京人 06:44.16

6 葉益霖 自強早泳 07:30.88

吳家慶 北大泳隊 棄權 

陳怡誠 逢甲少泳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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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4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俊宏 高市體泳 00:29.22 

2 山本祐司 自強早泳 00:29.73 並列 

2 白安凱 三重泳會 00:30.65 

3 許立宏 三重泳會 00:30.68 

4 彭兆駉 新竹四季 00:31.37 

5 洪文平 高市體泳 00:34.59 

6 諶立杰 海雁維京人 00:35.16 

7 王中天 三重泳會 00:39.32 

8 陳奕仰 中興晨泳 00:42.69 

9 曹典輝 三峽泳會 00:46.97 
童炫霖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260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兆駉 新竹四季 00:38.28 

2 張華德 逢甲少泳 00:39.32 

3 徐國證 永和晨泳 00:45.42 

4 王中天 三重泳會 00:45.45 

5 俞佳宏 自強早泳 00:45.83 

6 林嘉倫  三重泳會 01:06.09 
林士欽 沙鹿早泳會 棄權 

朱永達 自強早泳 棄權 

林裕展 桃市三民 棄權 
 

第 058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0:33.68 

破我國紀錄

00:34.77 破

大會紀錄

00:34.77
2 高佳震 海雁維京人 00:38.59 

3 李志忠 蘆洲四季 00:41.04 

4 諶立杰 海雁維京人 00:41.29 

5 朱永達 自強早泳 00:42.96 

6 徐國證 永和晨泳 00:43.23 

7 王中天 三重泳會 00:44.73 

8 嚴維芃 桃市三民 00:45.97 

9 張智倫 苗中港溪 00:45.98 

10 盧彥碩 三峽泳會 00:46.47 

11 周堂義 自強早泳 00:46.62 

12 梁郭士賢 大林游泳 00:47.08 

13 蕭賢忠 中大早泳 00:50.04 

14 曹典輝 三峽泳會 00:50.15 

15 黃誌利 自強早泳 00:53.58 

16 劉永興 中壢泳協 01:00.83 

17 羅富杰 鶯歌泳會 01:06.46 

18 陳煌龍 內湖鐵人 01:33.14 

呂學賢 中大早泳 棄權 

張鑑前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090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0:29.99
破我國紀錄

00:30.50
2 蔡東仁 大林游泳 00:32.15

3 許立宏 三重泳會 00:33.57

4 白安凱 三重泳會 00:33.99

5 諶立杰 海雁維京人 00:38.37

6 鄭瑞峰 永和晨泳 00:40.03

7 俞佳宏 自強早泳 00:42.82

8 陳主榮 逢甲少泳 00:42.90

9 曹典輝 三峽泳會 00:53.67

10 蕭賢忠 中大早泳 00:53.78

11 林嘉倫  三重泳會 01:00.33
呂學賢 中大早泳 棄權 

林裕展 桃市三民 棄權 
 

第 190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山本祐司 自強早泳 01:09.53 並列 

1 郭繼元 新竹四季 01:09.78

2 蔡東仁 大林游泳 01:10.78

3 林建安 中大早泳 01:11.77

4 許立宏 三重泳會 01:12.04

5 陳主榮 逢甲少泳 01:23.71

6 嚴維芃 桃市三民 01:33.40

7 陳煌龍 內湖鐵人 02:38.90
羅富杰 鶯歌泳會 棄權 

童炫霖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126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仲凌 金門泳委會 01:24.35

2 彭兆駉 新竹四季 01:31.47

3 張華德 逢甲少泳 01:32.53

4 邱收挺 三峽泳會 01:36.08

5 王中天 三重泳會 01:38.74

6 徐國證 永和晨泳 01:46.42

7 盧彥碩 三峽泳會 01:47.18

8 俞佳宏 自強早泳 01:51.34

9 唐天剛 自強早泳 02:01.59
 

第 356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1:17.55

破我國紀錄

01:21.05 破

大會紀錄

01:21.05
2 張華德 逢甲少泳 01:27.23

3 高佳震 海雁維京人 01:28.52

4 李志忠 蘆洲四季 01:33.38

5 邱收挺 三峽泳會 01:34.76

6 張智倫 苗中港溪 01:44.76

7 洪秉均 中興晨泳 0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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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6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8 曹典輝 三峽泳會 01:57.21 

9 陳奕仰 中興晨泳 01:57.23 
 

第 292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仲凌 金門泳委會 01:23.86 

2 鄭瑞峰 永和晨泳 01:41.36 

3 唐天剛 自強早泳 01:46.68 

洪秉均 中興晨泳 違 規 未 完 賽

陳彥寬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026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繼元 新竹四季 02:35.92 

2 黃仲凌 金門泳委會 02:37.38 

3 山本祐司 自強早泳 02:39.45 並列 

3 張華德 逢甲少泳 02:39.66 

4 李志成 海雁維京人 02:43.46 

5 林建安 中大早泳 02:45.84 

6 田又元 新竹四季 02:54.09 

7 黃東德 三峽泳會 02:56.82 

8 趙駿業 自強早泳 02:57.58 

9 林炯霖 逢甲少泳 03:16.22 
洪文平 高市體泳 棄權 

 

第 158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心嚴 普將泳隊 02:54.93 

破我國紀錄

03:00.85 破

大會紀錄

03:00.85
2 白安凱 三重泳會 03:13.92 

3 高佳震 海雁維京人 03:15.73 

4 李志忠 蘆洲四季 03:22.44 

5 邱收挺 三峽泳會 03:23.68 

6 田又元 新竹四季 03:31.45 

7 周堂義 自強早泳 03:57.27 

8 蕭賢忠 中大早泳 04:11.68 

9 梁郭士賢 大林游泳 04:15.77 
林瑞新 鶯歌泳會 棄權 

林士欽 沙鹿早泳會 棄權 
 

第 388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俊宏 高市體泳 02:54.93 

2 白安凱 三重泳會 03:01.66 

3 林建安 中大早泳 03:15.30 

4 田又元 新竹四季 03:23.30 

5 邱收挺 三峽泳會 03:31.21 

6 鄭瑞峰 永和晨泳 04:00.59 
林瑞新 鶯歌泳會 棄權 

第 388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陳彥寬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228 項：男子 50 歲組(50~5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繼元 新竹四季 05:36.31

2 黃仲凌 金門泳委會 05:40.00

3 林建安 中大早泳 05:42.71

4 李志成 海雁維京人 05:56.02

5 趙駿業 自強早泳 06:24.05

林炯霖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323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周向明 蘆洲四季 00:30.80

2 梁有章 埔里早泳 00:33.24

3 陳乾明 海雁維京人 00:34.39

4 杜維圃 永和晨泳 00:35.69

5 陳睿杰 三重泳會 00:36.28

6 陳耀飛 三重泳會 00:37.10

7 蔡遠順 中大早泳 00:37.53

8 張清晢 中大早泳 00:37.54

9 金仕堃 鳳山泳協 00:38.26

10 丁富國 埔里早泳 00:38.33

11 劉育誠 自強早泳 00:49.93
游銘煒 鶯歌泳會 棄權 

呂文明 中大早泳 棄權 

林洲田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259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魁羣 蘆洲四季 00:39.79

2 黃榮財 海雁維京人 00:40.82

3 陳其松 三重泳會 00:47.04

4 陳彥榮 蘆洲四季 00:47.22
 

第 057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睿霖 逢甲少泳 00:39.51

2 郭啟明 三峽泳會 00:39.74

3 陳乾明 海雁維京人 00:43.38

4 方富洲 中市四季 00:43.56

5 陳其松 三重泳會 00:43.60

6 陳耀飛 三重泳會 00:44.00

7 張君瑜 彰化三民 00:45.22

8 蔡遠順 中大早泳 00:45.34

9 鄭福慶 楊梅四季 00:56.44

10 林榮男 大林游泳 00:58.79
陳重銘 逢甲少泳 棄權 

林洲田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089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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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文龍 中大早泳 00:32.46 

2 劉良賢 逢甲少泳 00:34.40 

3 蔡名傑 三峽泳會 00:35.09 

4 周向明 蘆洲四季 00:38.31 

5 梁有章 埔里早泳 00:39.78 

6 鄭安宇 逢甲少泳 00:39.99 

7 金仕堃 鳳山泳協 00:40.20 

8 陳彥榮 蘆洲四季 00:44.13 

9 蕭水樹 北市青泳 00:53.92 
游銘煒 鶯歌泳會 棄權 

陳重銘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189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文龍 中大早泳 01:09.57 

2 史仁德 三重泳會 01:10.79 並列 

2 黃順鉅 蘆洲四季 01:16.57 

3 鄭安宇 逢甲少泳 01:21.35 

4 陳睿杰 三重泳會 01:22.75 

5 杜維圃 永和晨泳 01:22.98 

6 張清晢 中大早泳 01:26.30 

7 葉家文 新竹四季 01:29.73 

8 陳廣興 內湖鐵人 01:42.39 

9 鄭忠榮 中壢泳協 01:50.56 
游銘煒 鶯歌泳會 棄權 

 

第 125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史仁德 三重泳會 01:24.01 並列 

1 李魁羣 蘆洲四季 01:30.19 

2 方富洲 中市四季 01:41.31 

3 陳彥榮 蘆洲四季 01:45.37 

4 陳其松 三重泳會 01:49.42 
 

第 355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國峰 蘆洲四季 01:27.91 

2 郭啟明 三峽泳會 01:29.03 

3 陳睿霖 逢甲少泳 01:31.63 

4 陳振文 海雁維京人 01:32.84 

5 陳耀飛 三重泳會 01:37.44 

6 蔡遠順 中大早泳 01:40.42 

7 劉育誠 自強早泳 02:24.11 
張君瑜 彰化三民 棄權 

陳邦彥 桃區早泳 棄權 
 

第 291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文龍 中大早泳 01:20.32 

2 黃榮財 海雁維京人 01:31.72 

3 蔡名傑 三峽泳會 01:35.81 

4 黃武雄 蘆洲四季 01:38.97 

 

第 025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史仁德 三重泳會 02:45.29 並列 

1 蔡名傑 三峽泳會 02:45.89

2 黃順鉅 蘆洲四季 02:51.56

3 陳睿杰 三重泳會 03:02.07

4 杜維圃 永和晨泳 03:13.15

5 蕭水樹 北市青泳 03:52.52

6 陳廣興 內湖鐵人 04:01.05

7 鄭福慶 楊梅四季 04:20.01
 

第 157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國峰 蘆洲四季 03:17.63

2 陳振文 海雁維京人 03:28.92

3 陳耀飛 三重泳會 03:35.91
 

第 387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榮財 海雁維京人 03:14.17

2 黃順鉅 蘆洲四季 03:27.39

3 陳彥榮 蘆洲四季 03:33.26

4 陳其松 三重泳會 03:35.98
 

第 227 項：男子 55 歲組(55~5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名傑 三峽泳會 06:13.46

2 黃順鉅 蘆洲四季 06:22.19

3 陳睿杰 三重泳會 06:26.98
呂文明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322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玉麟 三峽泳會 00:30.19

2 呂仁理 逢甲少泳 00:30.58

3 安部良夫 苗中港溪 00:31.05 並列 

3 陳榮進 蘆洲四季 00:32.13

4 林進興 三重泳會 00:34.25

5 吳載棟 楊梅四季 00:37.12

6 陳聰慶 桃市三民 00:38.43

7 顏明滄 三峽泳會 00:41.01

8 蔡明昌 台南四季 00:41.22

9 陳源富 中興晨泳 00:41.28

10 王永賢 三峽泳會 00:42.08

11 李義雄 桃市三民 00:43.31

12 洪銘焜 海雁維京人 00:44.15

13 林建德 海雁維京人 00:47.94

14 程世典 內湖鐵人 00:48.20

15 王金地 內湖鐵人 00:48.93

16 陳維賢 三重泳會 00:49.43

17 劉榮興 蘆洲四季 00:53.78

18 馬嘉仁 三重泳會 00: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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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2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陳光 自強早泳 棄權 

賴永裕 苗中港溪 棄權 
 

第 258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玉麟 三峽泳會 00:36.07 

2 正山堯 三重泳會 00:36.60 並列 

2 陳穫盛 中大早泳 00:38.55 

3 李健中 永和晨泳 00:41.51 

4 陳榮進 蘆洲四季 00:43.13 

5 洪建輝 三重泳會 00:46.94 

6 陳聰慶 桃市三民 00:48.70 

7 吳載棟 楊梅四季 00:53.23 

8 陳維賢 三重泳會 00:56.34 

9 眭明華 楊梅四季 00:57.72 

10 洪銘焜 海雁維京人 01:04.23 

11 劉榮興 蘆洲四季 01:11.16 
吳啟榮 海雁維京人 00:45.57 違規提前出發

黃沛然 逸光泳社 棄權 
 

第 056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正山堯 三重泳會 00:37.36 並列 

1 陳善倫 自強早泳 00:39.15 

2 趙玉麟 三峽泳會 00:39.22 

3 李健中 永和晨泳 00:41.30 

4 林進興 三重泳會 00:41.58 

5 吳啟榮 海雁維京人 00:41.63 

6 唐榮田 永和四季 00:42.31 

7 石宗仁 自強早泳 00:42.44 

8 洪建輝 三重泳會 00:44.30 

9 鄭賜祥 永和晨泳 00:44.33 

10 黃明展 鳳山泳協 00:44.41 

11 陳于忠 自強早泳 00:47.35 

12 顏明滄 三峽泳會 00:49.50 

13 鄭清文 鳳山泳協 01:00.10 

14 黃錦南 楊梅四季 01:07.25 

15 劉榮興 蘆洲四季 01:27.62 
鍾汶澄 逸光泳社 棄權 

賴朝堃 鶯歌泳會 棄權 

李廣進 新莊早泳 棄權 

陳永嘉 埔里早泳 棄權 
 

第 088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玉麟 三峽泳會 00:34.26 

2 張峻銘 三重泳會 00:35.25 

3 安部良夫 苗中港溪 00:36.31 並列 

3 洪建輝 三重泳會 00:41.63 

4 李朝旺 中大早泳 00:41.97 

5 石宗仁 自強早泳 00:42.66 

第 088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郭育均 海雁維京人 00:43.19

7 眭明華 楊梅四季 00:52.38

8 史立宗 蘆洲四季 00:53.42

9 蔡少鈞 中大早泳 00:57.05

10 黃胤灝 台南四季 01:01.18

11 林建德 海雁維京人 01:02.89

12 劉榮興 蘆洲四季 01:08.36

陳光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88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1:09.66

2 呂仁理 逢甲少泳 01:11.15

3 安部良夫 苗中港溪 01:13.10 並列 

3 林進興 三重泳會 01:18.46

4 黃榮燦 埔里早泳 01:20.05

5 易思齊 三峽泳會 01:22.07

6 吳啟榮 海雁維京人 01:24.76

7 黃榮華 逢甲少泳 01:31.37

8 陳宜輝 北市青泳 01:33.30

9 吳清峯 內湖鐵人 01:36.74

10 陳晨曦 自強早泳 01:37.89

11 王永賢 三峽泳會 01:38.28

12 蔡明昌 台南四季 01:39.38

13 顏明滄 三峽泳會 01:47.45

14 李義雄 桃市三民 01:48.05

15 林建德 海雁維京人 01:50.65
梁武雄 埔里早泳 棄權 

陳光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24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正山堯 三重泳會 01:25.68
並列 

破大會紀錄

01:26.26
1 陳榮進 蘆洲四季 01:33.16

2 洪建輝 三重泳會 01:51.74

3 粱展源 楊梅四季 01:52.45

4 曾振宇 苗中港溪 01:56.03

5 陳維賢 三重泳會 02:07.16

6 黃錦南 楊梅四季 02:54.78
黃沛然 逸光泳社 棄權 

 

第 354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川基 海雁維京人 01:32.33

2 陳善倫 自強早泳 01:34.07

3 石宗仁 自強早泳 01:35.04

4 唐榮田 永和四季 01:39.02

5 黃明展 鳳山泳協 01:39.17

6 史立宗 蘆洲四季 01: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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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4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王金地 內湖鐵人 01:44.72 

8 陳宜輝 北市青泳 01:54.19 

9 陳源富 中興晨泳 01:58.94 
鍾汶澄 逸光泳社 棄權 

曾振宇 苗中港溪 棄權 

陳永嘉 埔里早泳 棄權 

賴朝堃 鶯歌泳會 棄權 

鄭清文 鳳山泳協 棄權 

李廣進 新莊早泳 棄權 
 

第 290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峻銘 三重泳會 01:28.06 

2 李朝旺 中大早泳 01:50.16 

3 易思齊 三峽泳會 01:55.54 

4 郭育均 海雁維京人 01:58.91 

5 陳鴻年 海雁維京人 02:45.17 
陳光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024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2:33.12 

破我國紀錄

02:43.68 破

大會紀錄

02:38.92
2 呂仁理 逢甲少泳 02:48.49 

3 黃榮燦 埔里早泳 03:04.34 

4 宋發全 中壢泳協 03:05.53 

5 易思齊 三峽泳會 03:17.58 

6 黃榮華 逢甲少泳 03:25.81 

7 李朝旺 中大早泳 03:28.25 

8 吳清峯 內湖鐵人 03:46.60 

9 陳晨曦 自強早泳 04:25.47 
 

第 156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川基 海雁維京人 03:20.47 

2 李如賜 桃區早泳 03:22.99 

3 陳善倫 自強早泳 03:24.60 

4 游象傑 桃區早泳 03:44.61 

5 史立宗 蘆洲四季 03:50.31 

6 鄭賜祥 永和晨泳 03:58.27 

7 李廣進 新莊早泳 04:18.85 
白昌發 永和晨泳 棄權 

陳于忠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86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進興 三重泳會 03:21.49 

2 陳榮進 蘆洲四季 03:25.70 

3 李如賜 桃區早泳 03:26.46 

第 386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石宗仁 自強早泳 03:32.77

5 吳啟榮 海雁維京人 03:35.74

6 蔡少鈞 中大早泳 04:40.52

7 陳鴻年 海雁維京人 04:56.14
 

第 226 項：男子 60 歲組(60~6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5:29.28

破我國紀錄

05:52.49 破

大會紀錄

05:51.43
2 呂仁理 逢甲少泳 06:13.39

3 宋發全 中壢泳協 06:53.54

4 黃榮燦 埔里早泳 06:55.45

5 李朝旺 中大早泳 07:36.50
程世典 內湖鐵人 違 規 未 完 賽

馬嘉仁 三重泳會 違 規 未 完 賽

白昌發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321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羅源森 新竹四季 00:30.49

破我國紀錄

00:31.06 破

大會紀錄

00:31.06
2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0:32.90

3 譚國華 蘆洲四季 00:33.33

4 蔡松柏 三重泳會 00:34.45

5 賴英智 海雁維京人 00:34.88

6 葉天水 三重泳會 00:37.85

7 林憲聰 埔里早泳 00:39.01

8 林榮春 三重泳會 00:41.05

9 王魏溪 桃區早泳 00:41.15

10 李一峰 海雁維京人 00:44.48

11 林玉舜 三峽泳會 00:46.60

12 李興彰 內湖鐵人 01:01.90

13 薛國榮 中興晨泳 01:02.47

14 劉陳裕 內湖鐵人 01:02.61
杜宏祥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257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0:41.44

2 蔡松柏 三重泳會 00:43.04

3 徐善林 桃市三民 00:43.99

4 李一峰 海雁維京人 00:44.89

5 林有福 鶯歌泳會 00:51.28

6 詹忠晃 海雁維京人 00:52.38

7 蘇文深 蘆洲四季 00:52.98

8 莊義昌 台南四季 00:53.47

9 宋榮良 中興晨泳 01:00.34

10 葉天水 三重泳會 0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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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5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英智 海雁維京人 00:42.39 

2 林年財 來來泳池 00:44.23 

3 邱榮昆 淡水游泳會 00:44.67 

4 林文德 台南四季 00:45.28 

5 周賢俊 三重泳會 00:49.00 

6 葉天水 三重泳會 00:49.07 

7 鄭錦揚 新竹四季 00:49.29 

8 黃榮琦 永和晨泳 00:49.69 

9 林有福 鶯歌泳會 00:52.51 

10 唐秀寶 海雁維京人 00:59.04 
 

第 087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羅源森 新竹四季 00:31.62 

破我國紀錄

00:35.06 破

大會紀錄

00:34.25
2 賴英智 海雁維京人 00:37.14 

3 蔡松柏 三重泳會 00:39.76 

4 徐善林 桃市三民 00:52.57 

5 林玉舜 三峽泳會 01:05.04 
杜宏祥 逢甲少泳 棄權 

朱朗生 新竹四季 棄權 
 

第 187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施約翰 三重泳會 01:17.99 並列 

1 譚國華 蘆洲四季 01:20.12 

2 邱榮昆 淡水游泳會 01:23.87 

3 林憲聰 埔里早泳 01:28.63 

4 林榮春 三重泳會 01:31.00 

5 王魏溪 桃區早泳 01:38.61 

6 唐秀寶 海雁維京人 02:08.08 
 

第 123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1:33.24 

2 鄭國堤 中市四季 01:41.69 

3 李一峰 海雁維京人 01:45.29 

4 黃榮琦 永和晨泳 01:51.84 

5 蘇文深 蘆洲四季 01:55.75 

6 秦進益 鶯歌泳會 02:03.52 

7 詹忠晃 海雁維京人 02:04.70 

8 莊義昌 台南四季 02:07.29 

9 葉天水 三重泳會 02:17.67 

林淳一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53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如靖 員林四季 01:38.25 

2 林年財 來來泳池 01:40.79 

第 353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林文德 台南四季 01:43.61

4 林振昌 新莊早泳 01:46.14

5 周賢俊 三重泳會 01:46.71

6 傅新魁 鳳山泳協 01:50.47

7 李日益 內湖鐵人 01:51.78

8 鄭信義 中興晨泳 01:54.61

9 蘇文深 蘆洲四季 01:55.70

10 王弘發 台南四季 01:57.82

11 李興彰 內湖鐵人 02:03.64

12 宋榮良 中興晨泳 02:04.84

13 秦進益 鶯歌泳會 02:05.95

14 劉溪烈 內湖鐵人 02:15.21

15 江文財 內湖鐵人 02:21.65

16 黃明達 中興晨泳 02:39.27

17 李明寶 中興晨泳 03:27.43
 

第 289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1:46.09

2 蔡逢王 三重泳會 02:02.70

3 林榮春 三重泳會 02:16.33

4 黃榮琦 永和晨泳 02:28.39
 

第 023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施約翰 三重泳會 02:52.37 並列 

1 林榮春 三重泳會 03:29.18

2 歐陽昭勇 大林游泳 03:36.22
 

第 155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如靖 員林四季 03:28.55

2 鄭國堤 中市四季 03:34.37

3 林年財 來來泳池 03:43.98

4 傅新魁 鳳山泳協 03:55.88

5 李日益 內湖鐵人 03:56.73

6 林振昌 新莊早泳 03:56.93

7 鄭錦揚 新竹四季 04:07.33

8 王弘發 台南四季 04:18.45

9 秦進益 鶯歌泳會 04:24.20

10 劉溪烈 內湖鐵人 04:55.82
 

第 385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吉裕 新莊早泳 03:32.75

2 黃榮琦 永和晨泳 04:06.79

3 蔡逢王 三重泳會 04:14.91

4 李一峰 海雁維京人 04:33.10
江文財 內湖鐵人 棄權 

林淳一 自強早泳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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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5 項：男子 65 歲組(65~6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吉裕 新莊早泳 06:24.64 

破我國紀錄

06:25.47 破

大會紀錄

06:25.47
 

第 320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錫佶 大里吳 00:32.55 

2 李全忠 三重泳會 00:35.12 

3 許金德 永和晨泳 00:36.10 

4 陳聰斌 永和晨泳 00:37.48 

5 鄭文森 三重泳會 00:37.50 

6 陳太平 蘆洲四季 00:40.77 

7 許榮淋 台南四季 00:44.71 

8 陳國雄 三重泳會 00:47.34 

9 廖啟仁 三重泳會 00:47.56 

10 烏運圖 三重泳會 00:51.45 

11 陳井生 海雁維京人 00:56.00 

12 范揚炳 海雁維京人 01:01.97 

13 楊蘭治 北市青泳 01:40.71 
 

第 256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全忠 三重泳會 00:43.90 

2 林長安 鳳山泳協 00:44.08 

3 李明旺 三重泳會 00:44.20 

4 鄭文森 三重泳會 00:45.09 

5 陳聰斌 永和晨泳 00:46.54 

6 邱炳榮 永和晨泳 00:55.35 

7 陳井生 海雁維京人 00:56.44 

8 烏運圖 三重泳會 01:06.18 

9 王志成 新莊早泳 01:09.44 
 

第 054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天𧶽 永和晨泳 00:51.40 

2 許義淳 三重泳會 00:53.38 

3 蘇顯榮 埔里早泳 00:53.49 

4 吳恢先 北市青泳 00:54.16 

5 黃熾勛 新竹四季 01:03.57 

6 陳太平 蘆洲四季 01:04.22 

7 陳文斌 三重泳會 01:04.26 

8 唐福主 埔里早泳 01:04.48 

9 楊蘭治 北市青泳 01:48.53 
許道存 中大早泳 00:51.98 違規提前出發

田台中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086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錫佶 大里吳 00:39.04 

2 陳聰斌 永和晨泳 00:42.89 

第 086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鄭文森 三重泳會 00:44.60

4 連武成 台南四季 00:50.34

5 廖啟仁 三重泳會 00:50.36

6 查迎冬 海雁維京人 00:52.03

7 楊浩然 淡水游泳會 01:03.63
烏運圖 三重泳會 違 規 未 完 賽

曾秀連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186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錫佶 大里吳 01:18.21

破我國紀錄

01:18.83 破

大會紀錄

01:18.83
2 許金德 永和晨泳 01:21.54

3 駱潤澤 淡水游泳會 01:31.75

4 連聰彬 三峽泳會 01:34.27

5 連武成 台南四季 01:41.01

6 廖啟仁 三重泳會 01:48.67

7 楊浩然 淡水游泳會 01:55.91

8 陳國雄 三重泳會 02:02.40
 

第 122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長安 鳳山泳協 01:38.92

2 李明旺 三重泳會 01:42.00

3 陳聰斌 永和晨泳 01:46.68

4 鄭文森 三重泳會 01:50.25

5 邱炳榮 永和晨泳 02:11.38
 

第 352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長安 鳳山泳協 01:41.97

2 查迎冬 海雁維京人 01:48.17

3 許義淳 三重泳會 01:53.40

4 許道存 中大早泳 01:56.04

5 李天𧶽 永和晨泳 01:56.75

6 吳恢先 北市青泳 01:59.96

7 陳英斌 台南四季 02:05.30

8 陳良鈺 中興晨泳 02:57.76
 

第 288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啟仁 三重泳會 02:01.15

2 韓勇良 自強早泳 02:04.77
 

第 022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韓勇良 自強早泳 03:11.63

2 許金德 永和晨泳 03:14.60

3 鄭榮坡 中市四季 03: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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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2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連聰彬 三峽泳會 03:32.53 

5 駱潤澤 淡水游泳會 03:35.57 

6 許榮淋 台南四季 03:45.96 

7 查迎冬 海雁維京人 03:52.61 
 

第 154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長安 鳳山泳協 03:43.87 

2 許義淳 三重泳會 04:05.52 

3 李天𧶽 永和晨泳 04:06.14 

4 陳英斌 台南四季 04:28.64 
 

第 384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明旺 三重泳會 03:47.18 

2 韓勇良 自強早泳 04:04.13 
 

第 224 項：男子 70 歲組(70~7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榮坡 中市四季 07:09.26 
 

第 319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燕明 中市四季 00:36.85 

2 劉湘秋 台南四季 00:45.26 

3 陳明輝 三峽泳會 00:46.43 

4 林鵬萬 永和晨泳 00:48.15 

5 林樹成 三重泳會 00:57.67 

6 曾傳播 三重泳會 01:03.91 

7 李宗盛 三重泳會 01:10.13 
 

第 255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茂勝 永和晨泳 00:48.61 

2 游武雄 三峽泳會 00:50.98 

3 林樹成 三重泳會 00:57.41 

4 連憲章 三峽泳會 00:59.38 

5 黃天明 桃區早泳 01:03.87 
 

第 053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秀夫 埔里早泳 00:49.36 

2 吳重德 台南四季 00:49.55 

3 姜茂勝 永和晨泳 00:50.20 

4 吳三嘉 大林游泳 00:53.38 

5 曾傳播 三重泳會 00:56.58 

6 林春發 三重泳會 01:00.98 

7 李進和 三重泳會 01:05.63 

8 陳桂林 桃市四季 01:35.65 
 

 

第 085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燕明 中市四季 00:44.95

2 吳重德 台南四季 00:51.61

3 林鵬萬 永和晨泳 00:55.12

4 林樹成 三重泳會 01:00.73
 

第 185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孫濤 內湖鐵人 01:27.15

2 王聰哲 台南四季 01:40.01

3 周光輝 大林游泳 01:40.17

4 陳明輝 三峽泳會 01:50.07

5 林鵬萬 永和晨泳 01:51.52

6 余國英 北市青泳 01:55.05

7 李宗盛 三重泳會 02:34.80
彭隆輝 北市青泳 棄權 

李進和 三重泳會 棄權 
 

第 121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茂勝 永和晨泳 01:50.25

2 連憲章 三峽泳會 02:15.06

3 王峯良 桃市四季 03:06.60
黃天明 桃區早泳 棄權 

 

第 351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秀夫 埔里早泳 01:55.36

2 游武雄 三峽泳會 02:16.74

彭隆輝 北市青泳 棄權 
 

第 287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王峯良 桃市四季 棄權 

周光輝 大林游泳 棄權 
 

第 021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孫濤 內湖鐵人 03:17.50

2 周光輝 大林游泳 03:38.82

3 王聰哲 台南四季 03:49.87

4 余國英 北市青泳 04:18.01
 

第 153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春發 三重泳會 05:27.58
 

第 383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燕明 中市四季 04:05.50

2 姜茂勝 永和晨泳 04:18.97

3 周光輝 大林游泳 04: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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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3 項：男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林樹成 三重泳會 04:46.86 
王峯良 桃市四季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318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三重泳會 00:36.67 

2 陳光明 永和晨泳 00:37.50 

3 蔡文二 中大早泳 00:45.48 

4 張鴻吉 三重泳會 00:53.56 

5 陳旭耀 桃區早泳 00:55.29 

6 周平 三重泳會 01:06.75 

7 鄭瑞雄 桃區早泳 01:07.53 

8 張建忠 北市青泳 01:08.62 

9 邱顯漢 桃區早泳 01:10.69 

10 楊田郎 新竹四季 01:36.63 
 

第 254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三重泳會 00:44.21 

2 戴文龍 桃市三民 00:54.58 

3 楊移南 永和晨泳 00:54.63 

4 謝禎民 三重泳會 00:54.68 

5 林茂男 埔里早泳 00:55.22 

6 張建忠 北市青泳 01:27.64 
 

第 052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羅照二 大林游泳 00:48.18 

2 張鴻吉 三重泳會 01:09.31 

3 馬金統 彰化三民 01:09.82 

4 謝禎民 三重泳會 01:10.95 

5 周平 三重泳會 01:11.95 

6 王榮雄 新竹四季 01:12.16 

7 邱鴻樹 埔里早泳 02:20.62 
陳詔雄 北市青泳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084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光明 永和晨泳 00:53.14 

2 謝禎民 三重泳會 01:03.17 

3 馬金統 彰化三民 01:17.53 
 

第 184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三重泳會 01:27.73 

2 陳茂川 高市早游 01:44.93 

3 蔡文二 中大早泳 01:48.50 
 

第 120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三重泳會 01:46.12 

第 120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 謝禎民 三重泳會 01:59.70

3 馬金統 彰化三民 02:08.05

4 戴文龍 桃市三民 02:08.84

5 林茂男 埔里早泳 02:13.34
 

第 350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哲元 埔里早泳 03:04.19
 

第 020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移南 永和晨泳 03:40.46

2 陳茂川 高市早游 03:47.36

3 蔡文二 中大早泳 04:01.59
 

第 152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羅照二 大林游泳 04:25.90

破我國紀錄

04:27.98 破

大會紀錄

04:27.98
 

第 382 項：男子 80 歲組(80~8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文二 中大早泳 05:20.43
 

第 317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克典 高市早游 00:53.59

2 許獻堂 埔里早泳 00:58.08

3 郭安明 三重泳會 01:02.63
莊義勇 埔里早泳 棄權 

 

第 253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克典 高市早游 00:57.80

2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0:59.63

3 劉能賢 高市早游 01:36.16
林振義 潮州泳會 棄權 

 

第 051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0:55.55

破我國紀錄

00:58.57 破

大會紀錄

00:57.02
 

第 083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1:05.08

破我國紀錄

01:07.71 破

大會紀錄

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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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9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能賢 高市早游 03:55.75 
 

第 349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石明 鳳山泳協 02:12.33 

破我國紀錄

02:35.34 破

大會紀錄

02:20.44
 

第 019 項：男子 85 歲組(85~8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林振義 潮州泳會 棄權 
 

第 316 項：男子 90 歲組(90~9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秀成 埔里早泳 01:04.23 
破我國紀錄

01:18.85

2 江宗津 桃市四季 01:17.99 
破我國紀錄

01:18.85
 

第 252 項：男子 90 歲組(90~9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彥地 鶯歌泳會 01:28.21 
破我國紀錄

01:36.06
2 胡木榮 三重泳會 02:47.83 

 

第 050 項：男子 90 歲組(90~9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彥地 鶯歌泳會 02:00.76 

2 甘以貴 高雄成泳 02:20.09 
陳添發 三重泳會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182 項：男子 90 歲組(90~9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宗津 桃市四季 02:55.80 

破我國紀錄

03:06.03 破

大會紀錄

03:06.03
2 甘以貴 高雄成泳 04:05.62 

 

第 212 項：男子 100 以下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克翔 葉承憲 
林廷翰 許立諭 

天泳 CST 01:39.45  

2 
蘇允湛 李迪倫 
陳科均 劉紘圻 

自強早泳 01:40.83 
 

3 
陶有威 呂陽民 
黃諭憑 吳尚澤 

海雁維京人 01:47.56 
 

4 
蔡松育 洪榮岐 
賴侑辰 廖孚珅 

普將泳隊 01:54.28 
 

5 
孫秉蔚 王宜哲 
王宜瑋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1:55.64 
 

6 陳奕翔 林紘毅 北大泳隊 02:02.18 

第 212 項：男子 100 以下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林冠廷 林昀叡

 

第 410 項：男子 100 以下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廷翰 許立諭

張克翔 葉承憲
天泳 CST 01:54.19

 

2
楊大寬 吳尚澤

呂陽民 陶有威
海雁維京人 01:58.28

 

3
賴侑辰 蔡松育

廖孚珅 洪榮岐
普將泳隊 02:16.42

 

4
陳奕翔 陳品鈞

林昀叡 林冠廷
北大泳隊 02:21.24

 

 
陳泳騰 詹承啟

何柏鋕 夏于程
無限泳隊 

 
棄權 

 
黃丞緯 吳承翰

吳承諺 陳湘峰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11 項：男子 100~11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國基 施驊宸

李懿軒 林建良
自強早泳 01:37.75  

2
吳如雄 楊大寬

楊鈞堯 施閔軒
海雁維京人 01:41.57

 

3
郭啟源 李彥儒

洪旭輝 林均翰
逢甲少泳 01:49.60

 

4
劉達禮 柯享亨

高煒勝 林榮俊
三重泳會 02:00.37

 

5
徐麒惟 吳晉維

林家祥 盧奕丞
噴水哥哥 02:56.58

 
 

第 409 項：男子 100~11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如雄 黃諭憑

劉又瑋 施閔軒
海雁維京人 01:54.93  

2
李彥儒 郭啟源

林均翰 林保宏
逢甲少泳 02:02.56  

3
魏士紘 高煒勝

孫秉蔚 趙威勳
三重泳會 02:15.21  

 
江旌逢 黃晨易

林俊安 林煜臻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10 項：男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國輝 趙晏熙

林昱安 陳冠彰
天泳 CST 01:43.95

 

2
王紹安 黃冠嘉

張宇廷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1:45.61

 

3
顧承翰 陳功 

呂紹寧 游承翰
中大早泳 01:51.90

 

4
曾柏瑋 蔡心嚴

曾正仁 楊子慶
普將泳隊 01:52.34  

5
林國揚 黃晨易

陳俊羽 陳肇翔
自強早泳 01: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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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0 項：男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林品宏 林保宏 
吳沛洋 蔡孟宸 

逢甲少泳 01:54.89 
 

7 
陳信凱 蕭雋涵 
祝榮皓 溫紹宏 

永和晨泳 01:59.97 
 

8 
郭后翔 黃湧翔 
周宗正 孫詠星 

卡拉蒂 02:15.13 
 

9 
魏士紘 江立國 
黃中強 王彥翔 

三重泳會 02:24.32  

 
林仙火 陳廷軒 
李志忠 陳玠丞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408 項：男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鈞堯 黃冠嘉 
王紹安 李光鑫 

海雁維京人 01:56.41  

2 
趙晏熙 陳冠彰 
鄭國輝 林昱安 

天泳 CST 01:56.70 
 

3 
曾柏瑋 蔡心嚴 
楊子慶 曾正仁 

普將泳隊 02:02.46 
 

4 
顧承翰 呂紹寧 
游承翰 王仁宏 

中大早泳 02:04.85 
 

5 
林品宏 洪旭輝 
戴必強 吳沛洋 

逢甲少泳 02:16.44 
 

6 
林仙火 陳玠丞 
王志庭 陳廷軒 

蘆洲四季 02:22.89  

7 
王彥翔 黃中強 
柯享亨 劉達禮 

三重泳會 02:26.52  

 
田上弘 李銘育 
陳柏辰 蔣昇諺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09 項：男子 160~19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敬舜 黃建中 
尤鼎傑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1:51.19 
 

2 
周士堔 卓明德 
李至斌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1:54.55 
 

3 
歐陽士煌 林仙

火 王志庭 江

明錡 
蘆洲四季 01:57.11  

4 
莊裕斌 劉文楷 
李銘禧 謝侑霖 

自強早泳 01:58.52  

5 
陳怡誠 鄭安宇 
江明盛 戴必強 

逢甲少泳 02:09.28  

6 
吳政修 曹典輝 
盧彥碩 黃東德 

三峽泳會 02:38.76 
 

 
陳信凱 白昌發 
鄒坤池 祝榮皓 

永和晨泳 
 

棄權 

 

第 407 項：男子 160~19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敬舜 尤鼎傑 
黃建中 陳怡仲 

三重泳會 02:09.42 
 

2 
林德晉 江明錡 
吳政憲 陳銘得 

蘆洲四季 02:15.29 
 

第 407 項：男子 160~19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卓明德 張偉翰

李至斌 周士堔
海雁維京人 02:15.59

 

4
溫紹宏 黃柏棟

鄭瑞峰 杜維圃
永和晨泳 02:28.94

 

 
吳念峯 鐘永明

李勇賢 吳俊縊
自強早泳 

 
棄權 

 
陳怡誠 劉瑞升

蔡孟宸 戴必強
逢甲少泳 

 
棄權 

 

第 208 項：男子 200~23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仲齊 許立宏

白安凱 史仁德
三重泳會 01:59.71

首棒姜仲齊成

績 27.35 破

45-49 歲級我

國 50m 自由式

紀錄 28.29 

2
吳政憲 陳銘得

黃順鉅 周向明
蘆洲四季 02:02.58  

3
羅源森 田又元

彭兆駉 郭繼元
新竹四季 02:04.04  

4
劉瑞升 劉良賢

林炯霖 陳主榮
逢甲少泳 02:16.61  

5
俞佳宏 唐天剛

劉育誠 石宗仁
自強早泳 02:19.77

 

6
蔡欣軒 郭啟明

連聰彬 易思齊
三峽泳會 02:23.77

 

7
江雲軒 蔡文二

李仲桓 蔡遠順
中大早泳 02:27.20

 

8
李志成 林建德

諶立杰 高佳震
海雁維京人 02:27.79

 

9
朱家霖 杜維圃

鄭瑞峰 徐國證
永和晨泳 02:28.74  

10
劉永興 鄭忠榮

馮輝慶 宋發全
中壢泳協 02:48.98  

 
游銘煒 羅富杰

林瑞新 陳秉謙
鶯歌泳會 

 
棄權 

 

第 406 項：男子 200~23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姜仲齊 正山堯

許立宏 白安凱
三重泳會 02:12.21

首棒姜仲齊成

績 32.47 破

45-49 歲級我

國 50m 仰式

紀錄 32.88 

2
彭兆駉 田又元

羅源森 郭繼元
新竹四季 02:22.40

 

3
陳怡誠 張華德

劉良賢 劉瑞升
逢甲少泳 02:29.78

 

4
黃榮財 陳振文

杜皆興 徐逸君
海雁維京人 02:32.55

 

5
陳榮進 李志忠

歐陽士煌 黃順鉅
蘆洲四季 02:34.83

 

6
郭啟明 蔡欣軒

易思齊 連聰彬
三峽泳會 02:37.77  

7 李仲桓 蔡遠順 中大早泳 02: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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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6 項：男子 200~23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江雲軒 蔡文二 

8 
黃榮琦 李天𧶽 
朱家霖 蕭雋涵 

永和晨泳 02:58.43 
 

 
黃誌利 唐天剛 
劉育誠 趙駿業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07 項：男子 240~27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玉麟 邱收挺 
蔡名傑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2:09.39 
 

2 
李魁羣 黃國峰 
陳榮進 譚國華 

蘆洲四季 02:10.37 
 

3 
杜宏祥 黃榮華 
張華德 呂仁理 

逢甲少泳 02:12.25  

4 
施約翰 林進興 
張峻銘 正山堯 

三重泳會 02:16.84  

5 
賴英智 陳乾明 
吳啟榮 張川基 

海雁維京人 02:21.77  

6 
陳善倫 韓勇良 

陳晨曦 山本祐司 
自強早泳 02:24.49 

 

7 
羅照二 歐陽昭勇 
梁郭士賢 蔡東仁 

大林游泳 02:26.76 
 

8 
李健中 許金德 
姜茂勝 黃柏棟 

永和晨泳 02:28.69 
 

9 
李如賜 游象傑 
陳邦彥 王魏溪 

桃區早泳 02:37.84 
 

10 
邱榮昆 李明國 
李柏傑 駱潤澤 

淡水游泳會 02:47.95  

11 
陳宜輝 余國英 
蕭水樹 江怡弘 

北市青泳 03:01.95  
 

第 405 項：男子 240~27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玉麟 邱收挺 
蔡名傑 賴聰耀 

三峽泳會 02:27.63  

2 
李魁羣 黃國峰 
譚國華 黃武雄 

蘆洲四季 02:33.93 
 

3 
黃榮華 陳睿霖 
呂仁理 杜宏祥 

逢甲少泳 02:38.42 
 

4 
陳乾明 張川基 
賴英智 吳啟榮 

海雁維京人 02:46.00 
 

5 
林長安 黃明展 
金仕堃 傅新魁 

鳳山泳協 02:49.40  

6 
姜茂勝 徐國證 
林鉅翔 許金德 

永和晨泳 02:51.31  

7 
游象傑 陳邦彥 
李如賜 王魏溪 

桃區早泳 03:02.46  

8 
葉天水 陳耀飛 
洪建輝 陳睿杰 

三重泳會 03:04.72 
 

9 
陳聰慶 嚴維芃 
徐善林 李義雄 

桃市三民 03:08.44 
 

 
林淳一 陳善倫 
陳于忠 石宗仁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06 項：男子 280~31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聰斌 陳光明

楊移南 林鉅翔
永和晨泳 02:27.39

 

2
林文德 劉湘秋

連武成 王聰哲
台南四季 02:55.07

 

3
蔡松柏 李明旺

李進和 烏運圖
三重泳會 03:02.97

 

4
游武雄 顏明滄

林玉舜 陳明輝
三峽泳會 03:08.76  

5
李一峰 范揚炳

唐秀寶 查迎冬
海雁維京人 03:18.93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404 項：男子 280~31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文森 許義淳

張峻銘 李全忠
三重泳會 02:53.76  

2
陳聰斌 李健中

陳光明 楊移南
永和晨泳 03:01.93  

3
林文德 吳重德

黃胤灝 連武成
台南四季 03:25.78

 

4
李一峰 查迎冬

詹忠晃 陳井生
海雁維京人 03:31.69

 

5
游武雄 顏明滄

林玉舜 陳明輝
三峽泳會 03:38.64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05 項：男子 320 以上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謝禎民

廖啟仁 張鴻吉
三重泳會 03:37.72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403 項：男子 320 以上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德壬 謝禎民

廖啟仁 張鴻吉
三重泳會 04:16.54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14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亞芯 天泳 CST 00:28.04

破我國紀錄

00:29.20 破

大會紀錄

00:29.20

2 李若伶 海雁維京人 00:29.03

破我國紀錄

00:29.20 破

大會紀錄

00:29.20
3 鄭與凡 自強早泳 00:31.73

4 林沛璇 三峽泳會 00:32.83
林靖芝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50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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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0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芯宇 自強早泳 00:36.10 

2 黃子嫣 北大泳隊 00:36.45 

3 朱怡璇 海雁維京人 00:37.06 

4 陳沛淳 自強早泳 00:38.83 

5 蔡閔如 自強早泳 00:52.56 
劉嘉玉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048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𥴰安 普將泳隊 00:35.95 

破我國紀錄

00:38.54 破

大會紀錄

00:38.54

2 曾綾宣 天泳 CST 00:36.82 

破我國紀錄

00:38.54 破

大會紀錄

00:38.54

3 蔡兆衣 自強早泳 00:37.28 

破我國紀錄

00:38.54 破

大會紀錄

00:38.54

4 王薇甄 自強早泳 00:40.95 

5 林沛璇 三峽泳會 00:47.88 

6 蔡閔如 自強早泳 00:55.24 
 

第 080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雅蓁 普將泳隊 00:29.95 

破我國紀錄

00:31.72 破

大會紀錄

00:31.72

2 李若伶 海雁維京人 00:30.84 

破我國紀錄

00:31.72 破

大會紀錄

00:31.72
3 鄭與凡 自強早泳 00:31.78 

4 林芯宇 自強早泳 00:33.94 

5 林沛璇 三峽泳會 00:39.12 

6 雷卓琳 北大泳隊 00:40.67 並列 

王薇甄 自強早泳 棄權 

林靖芝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80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亞芯 天泳 CST 01:02.20 

破我國紀錄

01:02.51 破

大會紀錄

01:02.51

2 朱怡璇 海雁維京人 01:07.99 

3 鄭與凡 自強早泳 01:09.17 

4 劉嘉玉 蘆洲四季 01:09.80 

5 雷卓琳 北大泳隊 01:18.81 並列 

5 陳沛淳 自強早泳 01:19.98 

6 李恩羨 北大泳隊 01:24.86 

第 180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7 鍾憶慈 自強早泳 02:08.61
王薇甄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16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子嫣 北大泳隊 01:19.07

2 陳維青 天泳 CST 01:23.76

3 陳沛淳 自強早泳 01:27.38

4 李恩羨 北大泳隊 01:34.68

5 陳筱越 中大早泳 02:00.70

6 鍾憶慈 自強早泳 02:21.74
 

第 346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綾宣 天泳 CST 01:25.58

破我國紀錄

01:30.57 破

大會紀錄

01:30.57

2 陳𥴰安 普將泳隊 01:25.61

破我國紀錄

01:30.57 破

大會紀錄

01:30.57

3 蔡兆衣 自強早泳 01:26.17

破我國紀錄

01:30.57 破

大會紀錄

01:30.57

4 董宜安 蘆洲四季 01:27.03

破我國紀錄

01:30.57 破

大會紀錄

01:30.57
5 陳維青 天泳 CST 01:34.07

 

第 282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雅蓁 普將泳隊 01:08.62

破我國紀錄

01:13.37 破

大會紀錄

01:13.37
2 鄭與凡 自強早泳 01:20.98

3 莫倩欣 北大泳隊 01:25.27 並列 

王薇甄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016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子瑜 北大泳隊 02:44.22

2 陳沛淳 自強早泳 02:56.47

3 陳筱越 中大早泳 04:07.37

4 鍾憶慈 自強早泳 04:38.66
 

第 148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鍾憶慈 自強早泳 04:34.31

2 陳筱越 中大早泳 04: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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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8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莫倩欣 北大泳隊 03:00.86 並列 

1 林沛璇 三峽泳會 03:33.62 
 

第 223 項：女子 18 歲組(18~2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董宜安 蘆洲四季 05:20.23 

2 劉子瑜 北大泳隊 05:51.74 
陳筱越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313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0:30.68 

2 彭于棻 天泳 CST 00:31.38 

3 汪橧靜 普將泳隊 00:39.71 

4 謝昕芸 逢甲少泳 00:41.52 

5 許敏柔 自強早泳 00:44.97 
劉家伶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49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廷 天泳 CST 00:32.50 

破我國紀錄

00:35.48 破

大會紀錄

00:35.48

2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0:34.02 

破我國紀錄

00:35.48 破

大會紀錄

00:35.48
 

第 047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0:36.26 

破我國紀錄

00:37.55 破

大會紀錄

00:37.55

2 汪橧靜 普將泳隊 00:51.63 

3 紀筱昭 自強早泳 00:56.59 

4 謝昕芸 逢甲少泳 00:57.70 
 

第 079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0:32.08 

破我國紀錄

00:33.20 破

大會紀錄

00:33.20

2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0:32.51 

破我國紀錄

00:33.20 破

大會紀錄

00:33.20

3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0:32.88 

破我國紀錄

00:33.20 破

大會紀錄

00:33.20

第 079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謝昕芸 逢甲少泳 00:53.15

5 黃詩涵 自強早泳 00:54.39
 

第 179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家伶 自強早泳 01:08.67

2 蔡懷琦 天泳 CST 01:18.44

3 紀筱柔 自強早泳 01:35.16

4 謝昕芸 逢甲少泳 01:39.52

5 鄭旭芳 自強早泳 01:50.11
 

第 115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廷 天泳 CST 01:13.04

破我國紀錄

01:18.55 破

大會紀錄

01:18.55

2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1:16.23

破我國紀錄

01:18.55 破

大會紀錄

01:18.55

3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1:17.70

破我國紀錄

01:18.55 破

大會紀錄

01:18.55
4 陳怡璇 自強早泳 01:32.28

 

第 345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1:20.26

破我國紀錄

01:22.13 破

大會紀錄

01:22.13

2 彭于棻 天泳 CST 01:33.53

3 許敏柔 自強早泳 01:50.87

4 鄭旭芳 自強早泳 02:03.20

5 紀筱昭 自強早泳 02:13.54
 

第 281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馬季涵 自強早泳 01:17.00

破我國紀錄

01:21.75 破

大會紀錄

01:18.56

2 紀筱柔 自強早泳 02:00.67

3 鄭旭芳 自強早泳 02:22.15
 

第 015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怡璇 自強早泳 03:01.73

2 蔡懷琦 天泳 CST 03:07.61

3 紀筱柔 自強早泳 03:28.87

4 黃詩涵 自強早泳 04: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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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5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劉家伶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47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彥茨 自強早泳 03:03.86 

破我國紀錄

03:15.45 破

大會紀錄

03:15.45
2 鄭旭芳 自強早泳 04:16.96 

3 紀筱昭 自強早泳 04:38.63 
 

第 377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2:51.18 

2 陳怡璇 自強早泳 03:25.21 
劉家伶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22 項：女子 25 歲組(25~2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怡璇 自強早泳 06:31.30 

2 紀筱柔 自強早泳 07:22.89 
 

第 312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至琳 天泳 CST 00:28.12 

破我國紀錄

00:30.19 破

大會紀錄

00:30.19
2 汪梵鍹 普將泳隊 00:32.00 

3 陳智渝 中大早泳 00:36.56 

4 余彥臻 自強早泳 00:53.08 

賴仲捷 三峽泳會 棄權 

翟威晨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48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謝至琳 天泳 CST 00:34.63 

破我國紀錄

00:36.10 破

大會紀錄

00:36.10
2 張凱筑 苗中港溪 00:49.08 

賴仲捷 三峽泳會 棄權 
 

第 046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汪梵鍹 普將泳隊 00:41.07 

2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0:41.54 

3 張凱筑 苗中港溪 00:48.84 

4 張凱崴 海雁維京人 00:55.56 

5 余彥臻 自強早泳 00:56.05 

6 翟威晨 自強早泳 01:05.87 
張儷豫 中大早泳 棄權 

張舒晴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046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Mcmynn Chloe 
Louise 克洛伊

海雁維京人  並列棄權

 

第 078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孫綺 卡拉蒂 00:41.12

2 陳智渝 中大早泳 00:46.01

3 孫夢琳 北投朵朵 01:06.94

張舒晴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178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孫綺 卡拉蒂 01:16.80

2 張凱崴 海雁維京人 01:37.15

3 林佩瑩 自強早泳 01:53.10

4 孫夢琳 北投朵朵 02:02.51

5 余彥臻 自強早泳 02:17.75

 
Mcmynn Chloe 
Louise 克洛伊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114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智渝 中大早泳 01:48.19
 

第 344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1:33.31

破我國紀錄

01:34.07 破

大會紀錄

01:34.07
2 余彥臻 自強早泳 02:08.45

 

第 280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思樺 自強早泳 02:40.19
 

第 014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佩瑩 自強早泳 04:21.48

 
Mcmynn Chloe 
Louise 克洛伊

海雁維京人  並列棄權

 

第 146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3:21.17

破我國紀錄

03:21.47 破

大會紀錄

03:21.47
2 賴思樺 自強早泳 04:38.04

 

第 376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柔涵 中大早泳 03: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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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1 項：女子 30 歲組(30~3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Mcmynn Chloe 
Louise 克洛伊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311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金桂 海雁維京人 00:28.38 

破我國紀錄

00:30.89 破

大會紀錄

00:30.32
2 楊淳鈞 自強早泳 00:32.28 

3 林筠倩 普將泳隊 00:34.50 

4 方可晴 自強早泳 00:37.96 

5 林依佳 自強早泳 00:39.70 

6 王睿君 普將泳隊 00:48.37 

7 莊佳蓉 自強早泳 00:59.35 
 

第 247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金桂 海雁維京人 00:34.35 

破我國紀錄

00:35.83 破

大會紀錄

00:35.83

2 林筠倩 普將泳隊 00:37.99 

3 方可晴 自強早泳 00:42.53 

4 廖芯儀 中大早泳 00:58.18 

5 謝宛瑾 海雁維京人 01:04.27 
 

第 045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淳鈞 自強早泳 00:42.32 

2 林筠倩 普將泳隊 00:43.65 

3 黃嘉綺 自強早泳 00:44.59 

4 莊佳蓉 自強早泳 00:52.71 

5 王睿君 普將泳隊 00:56.83 
 

第 077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嘉綺 自強早泳 00:43.29 

2 方可晴 自強早泳 00:44.82 

3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0:57.93 
 

第 177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靖筑 三重泳會 01:28.24 

2 郭佩青 三重泳會 01:45.45 

3 冷相怡 自強早泳 02:05.77 
 

第 113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淳鈞 自強早泳 01:24.70 

2 方可晴 自強早泳 01:43.83 

第 113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吳秉珊 自強早泳 01:59.69

4 廖芯儀 中大早泳 02:15.53
林佳音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343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嘉綺 自強早泳 01:38.93

2 林依佳 自強早泳 01:58.84

3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2:00.73

4 冷相怡 自強早泳 02:10.42

5 王睿君 普將泳隊 02:11.06

6 謝宛瑾 海雁維京人 02:33.86
 

第 279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奎億 自強早泳 01:57.25
 

第 013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靖筑 三重泳會 03:23.94

2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3:28.27

3 吳奎億 自強早泳 03:29.86

4 吳秉珊 自強早泳 03:50.94

5 郭佩青 三重泳會 04:04.12
林沁琳 內湖鐵人 棄權 

 

第 145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奎億 自強早泳 03:45.89

2 黃嘉綺 自強早泳 03:59.96
 

第 375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淳鈞 自強早泳 03:09.15

2 吳奎億 自強早泳 03:51.07
林佳音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220 項：女子 35 歲組(35~3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7:15.74
 

第 310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思涵 中大早泳 00:36.03

2 王新蕙 自強早泳 00:36.43

3 林依錚 自強早泳 00:41.68

4 王瑩禎 卡拉蒂 00:44.03

5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0:50.18

6 陳品霏 鶯歌泳會 00:52.19
袁大庸 三重泳會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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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6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思涵 中大早泳 00:39.95 

2 劉純良 蘆洲四季 00:47.12 

3 周華齡 WTC 運 動 夥 伴 00:47.36 

4 林庭瑄 中大早泳 00:48.92 

5 林依錚 自強早泳 00:56.83 

6 温靜如 自強早泳 01:15.87 
干文沛 自強早泳 棄權 

陳綺思 三重泳會 棄權 
 

第 044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佳美 蘆洲四季 00:49.85 

2 呂阡瑀 自強早泳 00:54.74 

3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1:01.78 
涂雅瑄 中大早泳 棄權 

 

第 076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純良 蘆洲四季 00:43.69 

2 王新蕙 自強早泳 00:46.01 

3 許舒堯 海雁維京人 00:52.77 

魏兒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76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淑敏 普將泳隊 01:08.78 

破我國紀錄

01:12.00 破

大會紀錄

01:12.00
2 王新蕙 自強早泳 01:26.27 

3 李佳美 蘆洲四季 01:34.89 

4 林庭瑄 中大早泳 01:35.09 

5 王瑩禎 卡拉蒂 01:41.31 

6 袁大庸 三重泳會 01:55.89 

7 呂阡瑀 自強早泳 01:57.28 

8 陳品霏 鶯歌泳會 02:04.53 

9 涂雅瑄 中大早泳 02:06.77 

10 温靜如 自強早泳 02:13.29 
魏兒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112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思涵 中大早泳 01:28.97 

2 陳綺思 三重泳會 01:31.59 

3 劉純良 蘆洲四季 01:46.40 
 

第 342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顏曉鳳 海雁維京人 01:56.58 

2 呂阡瑀 自強早泳 01:57.88 

3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2:35.28 

 

第 278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純良 蘆洲四季 01:49.84

2 許舒堯 海雁維京人 01:59.56

3 呂阡瑀 自強早泳 02:32.59
 

第 012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淑敏 普將泳隊 02:32.37

破我國紀錄

02:38.73 破

大會紀錄

02:38.73
2 王新蕙 自強早泳 03:19.47

3 許舒堯 海雁維京人 03:48.40

4 陳品霏 鶯歌泳會 04:29.54

劉香吟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144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顏曉鳳 海雁維京人 04:14.58

2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6:03.38
劉香吟 W _ S p o r t s 棄權 

 

第 374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周華齡 WTC 運 動 夥 伴 04:09.99
 

第 219 項：女子 40 歲組(40~4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舒堯 海雁維京人 08:05.63

2 陳品霏 鶯歌泳會 09:14.59
 

第 309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0:33.01

2 陳佳鈴 普將泳隊 00:35.24

3 王伶瑜 三重泳會 00:41.54

4 張玲慧 自強早泳 00:43.13

5 尤淑雯 天泳 CST 00:51.75

6 陳燕玲 卡拉蒂 00:54.85
郭宥菁 自強早泳 棄權 

陳姿呈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245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佳鈴 普將泳隊 00:44.88

2 薛惠琪 普將泳隊 00:45.33

3 林雅雯 自強早泳 00:49.19

4 鄒明燕 自強早泳 00:52.86

5 王伶瑜 三重泳會 00:54.40

6 張愛 三重泳會 00:56.24

7 黃庭敏 海雁維京人 01: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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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3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0:41.88 
破大會紀錄

00:44.98
2 薛惠琪 普將泳隊 00:45.06 

3 游又蓁 自強早泳 00:48.80 

4 王伶瑜 三重泳會 00:48.86 

5 葉懿慧 自強早泳 00:55.85 

6 陳采薇 淡水游泳會 00:58.08 

7 林玉惠 自強早泳 00:58.60 

8 許雅寗 自強早泳 01:06.59 

9 尤淑雯 天泳 CST 01:13.66 

10 陳姿呈 自強早泳 01:13.88 

11 郭宥菁 自強早泳 01:15.84 

12 郭玫玲 海雁維京人 01:19.67 

13 陳燕玲 卡拉蒂 01:21.84 
 

第 075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薛惠琪 普將泳隊 00:42.63 

2 黃庭敏 海雁維京人 00:47.44 

3 楊燕 中大早泳 00:50.77 

4 林雅雯 自強早泳 00:52.09 

5 張玲慧 自強早泳 00:52.91 

6 張愛 三重泳會 00:53.62 

7 李今琪 自強早泳 00:57.29 

8 尹彩云 海雁維京人 01:07.36 

9 陳采薇 淡水游泳會 01:09.53 
葉懿慧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75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1:18.91 

2 王文慧 蘆洲四季 01:27.79 

3 游又蓁 自強早泳 01:38.31 

4 李今琪 自強早泳 01:48.33 
 

第 111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雅雯 自強早泳 01:49.41 

2 張愛 三重泳會 02:10.57 

3 黃庭敏 海雁維京人 02:12.86 
 

第 341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湯學莉 三重泳會 01:34.79 
破大會紀錄

01:37.46

2 葉懿慧 自強早泳 02:05.01 

3 林玉惠 自強早泳 02:06.12 

4 郭玫玲 海雁維京人 02:46.46 

5 李如梅 桃區早泳 02:48.12 

 

 

 

第 277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庭敏 海雁維京人 02:05.97

2 張愛 三重泳會 02:15.83
鄭娜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011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文慧 蘆洲四季 03:09.14

2 楊燕 中大早泳 03:30.43

3 游又蓁 自強早泳 03:37.35
 

第 143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游又蓁 自強早泳 03:59.46

2 葉懿慧 自強早泳 04:39.15

3 尹彩云 海雁維京人 05:18.19
鄭娜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373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靜雯 北大泳隊 03:27.74

2 林雅雯 自強早泳 04:20.36
 

第 218 項：女子 45 歲組(45~4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靜雯 北大泳隊 06:15.95

2 楊燕 中大早泳 07:25.39
 

第 308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雪冰 逢甲少泳 00:39.52

2 謝芸薇 埔里早泳 00:51.41

3 王璽雲 內湖鐵人 01:02.78

4 涂靜玫 三重泳會 01:04.36

5 游明雪 自強早泳 01:08.25
 

第 244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游佳儒 員林四季 00:59.01

2 游明雪 自強早泳 01:39.29
 

第 042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湘羚 蘆洲四季 00:52.63

2 游佳儒 員林四季 00:55.96

3 鍾健美 三峽泳會 00:58.05

4 羅春蘭 北市青泳 01:05.13

5 呂瑞菱 永和晨泳 01:07.96

6 歐秋吟 鳳山泳協 01: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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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4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秀鈴 三重泳會 00:46.05 

2 莊雪冰 逢甲少泳 00:52.55 
 

第 110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秀鈴 三重泳會 01:40.06 

2 林湘羚 蘆洲四季 02:01.98 

3 羅春蘭 北市青泳 02:21.14 

4 呂瑞菱 永和晨泳 02:50.92 
 

第 340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游佳儒 員林四季 02:06.84 

2 黃玟麗 三重泳會 02:10.29 

3 曾雅芬 自強早泳 02:26.84 

4 歐秋吟 鳳山泳協 02:36.86 
 

第 276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秀鈴 三重泳會 01:56.73 

2 林淑女 海雁維京人 02:29.55 
 

第 010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介蓉 中大早泳 03:30.09 

2 林湘羚 蘆洲四季 03:34.51 

3 曾燕萍 蘆洲四季 03:43.36 
 

第 142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鍾健美 三峽泳會 04:20.61 

2 曾燕萍 蘆洲四季 04:24.65 

3 黃玟麗 三重泳會 04:36.26 

4 呂瑞菱 永和晨泳 05:22.11 
 

第 372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趙秀鈴 三重泳會 03:34.82 

2 曾燕萍 蘆洲四季 04:30.96 

3 鍾麗姝 三峽泳會 04:51.97 
 

第 217 項：女子 50 歲組(50~5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介蓉 中大早泳 07:25.89 

2 曾燕萍 蘆洲四季 08:20.95 

3 鍾麗姝 三峽泳會 08:34.46 
涂靜玫 三重泳會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307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菊美 海雁維京人 00:37.23

2 陳鈺玲 中大早泳 00:39.37

3 張舒鈴 三重泳會 00:47.58

4 姜復倫 中大早泳 00:47.95

5 曾安榕 三重泳會 00:56.39

6 官水香 三峽泳會 01:15.36
方嘉珍 三重泳會 棄權 

 

第 243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甄 三重泳會 00:48.00

2 吳佳芸 中大早泳 00:48.59

3 張舒鈴 三重泳會 00:56.29

4 吳玉珍 自強早泳 00:58.53
 

第 041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甄 三重泳會 00:43.87

2 張榮妙 三重泳會 00:56.91

3 曾金蓮 北市青泳 01:03.66

4 陳怡靜 自強早泳 01:25.58
 

第 073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鈺玲 中大早泳 00:40.85

2 賴秀寶 蘆洲四季 00:55.16

3 吳玉珍 自強早泳 01:00.51

4 張舒鈴 三重泳會 01:02.48

5 姜復倫 中大早泳 01:02.57
 

第 173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甄 三重泳會 01:27.08

2 陳鈺玲 中大早泳 01:27.87

3 李淑惠 三峽泳會 01:44.70

4 吳玉珍 自強早泳 01:53.26
 

第 109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佳芸 中大早泳 02:00.24

2 吳玉珍 自強早泳 02:12.93

3 賴秀寶 蘆洲四季 02:14.99
 

第 339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甄 三重泳會 01:40.77

2 陳玉妃 三重泳會 01:58.00

3 李淑惠 三峽泳會 01:59.62

4 張榮妙 三重泳會 02:04.94

5 邵慧寬 北市青泳 02:07.44
李翠英 內湖鐵人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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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5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鈺玲 中大早泳 01:48.07 

2 賴秀寶 蘆洲四季 02:08.91 
 

第 009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菊美 海雁維京人 03:16.57 

2 吳慧莉 中大早泳 03:24.47 

3 蔡玉英 蘆洲四季 03:28.97 

4 陳玉妃 三重泳會 03:35.42 
 

第 141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玉妃 三重泳會 04:11.42 

2 吳慧莉 中大早泳 04:16.19 

3 邵慧寬 北市青泳 04:29.06 

4 曾金蓮 北市青泳 04:49.01 

5 曾安榕 三重泳會 05:11.83 

6 官水香 三峽泳會 05:27.28 

7 陳怡靜 自強早泳 06:13.48 
 

第 216 項：女子 55 歲組(55~59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菊美 海雁維京人 07:10.05 

2 吳慧莉 中大早泳 07:15.61 

3 蔡玉英 蘆洲四季 07:16.83 

4 陳玉妃 三重泳會 07:34.05 
 

第 306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 富 海雁維京人 00:42.25 

2 李美瑛 三峽泳會 00:46.44 

3 潘玉蘭 三重泳會 00:48.94 
 

第 242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 富 海雁維京人 00:50.99 

2 李美瑛 三峽泳會 00:53.56 

3 簡美珠 桃區早泳 00:56.22 

4 林欣麗 桃區早泳 01:09.35 

5 張良妃 海雁維京人 01:11.47 
 

第 040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招美 蘆洲四季 00:50.45 

2 李麗香 永和晨泳 00:50.91 

3 潘 富 海雁維京人 00:52.55 

4 曾水蓮 新竹四季 00:56.29 

5 潘玉蘭 三重泳會 00:58.80 
 

 

 

 

第 072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招美 蘆洲四季 00:51.77

2 黃素滿 鶯歌泳會 00:54.03

3 周佳容 海雁維京人 01:00.85

4 李梅貞 三峽泳會 01:00.86

5 陳春絹 桃區早泳 01:01.02

6 許美秋 海雁維京人 01:05.82

7 湯玉枝 自強早泳 01:29.17
 

第 172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美瑛 三峽泳會 01:47.52

2 楊貴滿 苗中港溪 01:53.60

3 張瓊文 海雁維京人 02:06.59

4 張瓅仁 三峽泳會 02:09.21

5 張良妃 海雁維京人 02:12.50

6 邱劉美玲 桃區早泳 02:33.94

7 林麗美 自強早泳 02:38.51
吳麗玉 彰化三民 棄權 

 

第 108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周佳容 海雁維京人 01:58.68

2 王銘琴 新竹四季 02:00.36

3 李美瑛 三峽泳會 02:01.15

4 簡美珠 桃區早泳 02:09.96

5 湯玉枝 自強早泳 03:13.13
 

第 338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招美 蘆洲四季 01:50.73

2 張瓅仁 三峽泳會 02:05.45

3 林淑芳 桃區早泳 02:17.65
 

第 274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麗香 永和晨泳 02:16.79

2 黃素滿 鶯歌泳會 02:21.24

3 陳秀基 蘆洲四季 02:24.49

4 楊素美 台南四季 02:33.03

5 李梅貞 三峽泳會 02:37.25

6 許美秋 海雁維京人 02:45.28
 

第 008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錦仙 新竹四季 03:44.40

2 陳月嬌 蘆洲四季 03:51.17

3 楊貴滿 苗中港溪 03:57.99

4 張瓊文 海雁維京人 04:31.72

5 林麗美 自強早泳 05: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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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招美 蘆洲四季 03:59.11 

2 李麗香 永和晨泳 04:03.05 

3 曾水蓮 新竹四季 04:25.77 

4 李梅貞 三峽泳會 04:27.59 

5 黃素滿 鶯歌泳會 04:30.09 

6 林淑芳 桃區早泳 04:45.63 
 

第 370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麗香 永和晨泳 04:11.86 

2 周佳容 海雁維京人 04:26.83 

3 黃素滿 鶯歌泳會 04:32.96 

4 陳春絹 桃區早泳 04:36.63 

5 李梅貞 三峽泳會 04:40.86 

6 陳秀基 蘆洲四季 04:58.14 

7 楊素美 台南四季 05:19.93 

8 林欣麗 桃區早泳 06:00.35 
 

第 215 項：女子 60 歲組(60~6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錦仙 新竹四季 07:41.07 

2 陳月嬌 蘆洲四季 08:09.27 
吳麗玉 彰化三民 棄權 

 

第 305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高碧純 三重泳會 00:44.82 

2 江素花 蘆洲四季 00:47.31 

3 劉秀蓮 鳳山泳協 00:56.90 

4 陳林麗雲 三重泳會 01:00.91 

5 黃錦珠 埔里早泳 01:15.09 
蔡麗慧 高市體泳 棄權 

 

第 241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0:47.02 
破我國紀錄

00:49.45
2 張換 海雁維京人 01:00.08 

3 曹玉芬 埔里早泳 01:08.69 

4 劉秀蓮 鳳山泳協 01:10.01 

5 黃含笑 桃區早泳 01:10.25 

6 黃瓊花 鶯歌泳會 01:18.30 
 

第 039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寶月 永和晨泳 01:00.29 

2 呂淑貞 苗中港溪 01:02.28 

3 陳麗鴛 三重泳會 01:10.98 

4 黃瓊花 鶯歌泳會 01:18.02 
 

 

第 071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勤瑛 海雁維京人 00:56.13

2 王寶月 永和晨泳 01:00.38
 

第 171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27.36

破我國紀錄

01:39.36 破

大會紀錄

01:33.91
2 高碧純 三重泳會 01:44.41

3 張換 海雁維京人 01:48.90

4 王寶月 永和晨泳 01:50.07

5 江素花 蘆洲四季 01:53.92

6 曾勤瑛 海雁維京人 01:54.96
 

第 107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45.62
破我國紀錄

01:56.07
2 劉秀蓮 鳳山泳協 02:29.13

3 陳麗鴛 三重泳會 02:40.91
 

第 337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勤瑛 海雁維京人 01:58.74

2 呂淑貞 苗中港溪 02:21.38

3 黃含笑 桃區早泳 02:51.37
 

第 273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1:53.44

破我國紀錄

02:02.16 破

大會紀錄

01:55.89

2 蘇美月 北市青泳 02:51.97

3 陳林麗雲 三重泳會 03:50.68
 

第 007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換 海雁維京人 03:55.97
 

第 369 項：女子 65 歲組(65~69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寶月 永和晨泳 04:24.99

2 陳林麗雲 三重泳會 06:25.96
 

第 304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月秀 蘆洲四季 00:47.43
破我國紀錄

00:48.20
2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0:50.37

3 沈坤妹 三重泳會 00:59.23

4 唐月蘭 海雁維京人 01: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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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4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鄒蓮英 海雁維京人 01:20.49 
 

第 240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坤妹 三重泳會 01:00.22 

2 溫秋英 永和晨泳 01:02.30 

3 方桂鶯 新竹四季 01:03.10 

4 張凱樂 永和晨泳 01:03.29 

5 蔡江秀柏 三峽泳會 01:03.61 

6 陳雪卿 台南四季 01:04.69 

7 湯香 埔里早泳 01:20.66 

8 馬子娟 桃市四季 01:23.15 

9 唐月蘭 海雁維京人 01:23.57 
 

第 038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溫秋英 永和晨泳 00:57.45 

2 方桂鶯 新竹四季 01:18.71 

3 林秀貞 埔里早泳 01:26.54 

4 王陳月裡 三峽泳會 01:27.50 
 

第 070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月秀 蘆洲四季 01:01.93 

2 施燕玉 埔里早泳 01:29.33 

3 鄒蓮英 海雁維京人 01:42.16 

4 邱鐘月雲 三重泳會 02:49.06 
 

第 170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1:52.65 

2 沈坤妹 三重泳會 02:18.76 

3 王陳月裡 三峽泳會 02:54.08 

4 鄒蓮英 海雁維京人 03:19.79 
 

第 106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坤妹 三重泳會 02:11.79 

2 張凱樂 永和晨泳 02:14.17 

3 蔡江秀柏 三峽泳會 02:21.66 

4 陳雪卿 台南四季 02:25.55 

5 林沈春花 海雁維京人 02:37.53 

6 邱鐘月雲 三重泳會 02:39.10 

7 游素窈 桃區早泳 03:46.01 
 

第 336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江秀柏 三峽泳會 02:28.52 

2 游素窈 桃區早泳 03:32.08 

林沈春花 海雁維京人 棄權 
 

第 272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佘曉輝 永和晨泳 03:14.49
 

第 006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3:54.27
破我國紀錄

03:57.25
2 張凱樂 永和晨泳 04:28.94

 

第 138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游素窈 桃區早泳 07:27.78
 

第 368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月秀 蘆洲四季 05:01.11

2 佘曉輝 永和晨泳 06:04.46
 

第 213 項：女子 70 歲組(70~74 歲)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8:02.17
破我國紀錄

08:53.01
2 張凱樂 永和晨泳 09:09.35

馬子娟 桃市四季 違 規 未 完 賽

 

第 303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石秀彩 埔里早泳 01:04.03

2 簡美杏 永和晨泳 01:07.51

3 張起芸 桃市三民 01:14.35
 

第 239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陳秀春 苗中港溪 01:04.24
破我國紀錄

01:06.27
2 沈漾漾 海雁維京人 01:11.03

3 石秀彩 埔里早泳 01:13.72

4 簡美杏 永和晨泳 01:13.99

5 張起芸 桃市三民 01:24.83
林貴美 埔里早泳 棄權 

 

第 037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海萍 新莊早泳 00:57.04
破我國紀錄

00:58.85
2 郭美雲 新竹四季 01:15.36

3 江銀仔 鶯歌泳會 01:41.07

4 李廖含笑 三峽泳會 01:41.21
 

第 069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簡美杏 永和晨泳 01: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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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9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簡美杏 永和晨泳 02:23.32 
 

第 105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陳秀春 苗中港溪 02:21.48 

2 沈漾漾 海雁維京人 02:29.40 
 

第 335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海萍 新莊早泳 02:04.41 

破我國紀錄

02:14.47 破

大會紀錄

02:14.47
2 劉徐美英 北市青泳 02:37.48 

3 江銀仔 鶯歌泳會 03:23.15 

4 李廖含笑 三峽泳會 03:45.97 
 

第 005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漾漾 海雁維京人 05:10.97 
 

第 137 項：女子 75 歲組(75~79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徐美英 北市青泳 05:35.89 

2 郭美雲 新竹四季 06:04.26 

3 江銀仔 鶯歌泳會 07:03.66 
 

第 302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秀蘭 埔里早泳 01:06.28 

2 林金綢 海雁維京人 01:12.56 

3 曾楊靜子 桃區早泳 01:51.12 
 

第 238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周月蔭 高市早游 01:27.96 

2 廖政江 桃區早泳 02:00.10 
 

第 036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美津 新竹四季 01:03.34 
破我國紀錄

01:03.52
2 林金綢 海雁維京人 01:17.74 

3 李曾友妹 三峽泳會 02:29.24 
 

第 168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秀蘭 埔里早泳 02:37.67 

2 楊裕美 彰化三民 03:09.36 

3 曾楊靜子 桃區早泳 03:32.97 
 

 

第 104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周月蔭 高市早游 03:33.39

2 廖政江 桃區早泳 04:51.74
 

第 136 項：女子 80 歲組(80~84 歲)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美津 新竹四季 05:10.72

2 楊裕美 彰化三民 07:31.10
 

第 204 項：女子 100 以下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汪橧靜 陳𥴰安

汪梵鍹 王雅蓁
普將泳隊 02:08.68  

2
莫倩欣 李恩羨

雷卓琳 劉子瑜
北大泳隊 02:13.25  

 
鄭與凡 林芯宇

陳沛淳 蔡兆衣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402 項：女子 100 以下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意平 蔡兆衣

鄭與凡 林芯宇
自強早泳 02:15.54

 

2
黃子嫣 雷卓琳

莫倩欣 劉子瑜
北大泳隊 02:26.16

 

3
汪橧靜 陳𥴰安

王雅蓁 汪梵鍹
普將泳隊 02:31.35

 
 

第 203 項：女子 100~11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葉亞芯 曾綾宣

陳廷 謝至琳
天泳 CST 01:56.21  

2
王彥茨 馬季涵

陳怡璇 陳意平
自強早泳 02:03.88  

3
李若伶 朱怡璇

張凱崴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2:22.08  

 

第 401 項：女子 100~11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廷 曾綾宣 

葉亞芯 謝至琳
天泳 CST 02:10.86

 

2
陳沛淳 王彥茨

馬季涵 陳怡璇
自強早泳 02:20.97

 

3
謝宛瑾 朱怡璇

李若伶 王雅文
海雁維京人 03:01.02

 
 

第 202 項：女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智渝 廖芯儀

陳柔涵 黃思涵
中大早泳 02:33.07

 

2
黃嘉綺 余彥臻

林佩瑩 翟威晨
自強早泳 03:16.31  

3
許舒堯 尹彩云

顏曉鳳 黃庭敏
海雁維京人 03:33.17  

劉嘉玉 劉純良 蘆洲四季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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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2 項：女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李佳美 王文慧 
 

第 400 項：女子 120~15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思涵 陳柔涵 
陳智渝 林庭瑄 

中大早泳 02:45.76 
 

2 
楊淳鈞 鄭旭芳 
紀筱柔 黃嘉綺 

自強早泳 02:53.66 
 

 
許舒堯 顏曉鳳 
黃庭敏 林淑女 

海雁維京人 
 

棄權 

 
劉嘉玉 曾燕萍 
李佳美 蔡玉英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201 項：女子 160~19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淑敏 薛惠琪 
林筠倩 陳佳鈴 

普將泳隊 02:17.05  

2 
王新蕙 方可晴 
吳奎億 楊淳鈞 

自強早泳 02:25.99  

3 
陳甄 袁大庸 

黃靖筑 趙秀鈴 
三重泳會 02:41.26  

4 
李淑惠 李美瑛 
鍾麗姝 林沛璇 

三峽泳會 02:48.78 
 

蘆洲四季 棄權 
 

第 399 項：女子 160~19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純良 林湘羚 
董宜安 王文慧 

蘆洲四季 02:53.10 
 

2 
林筠倩 薛惠琪 
陳佳鈴 王睿君 

普將泳隊 02:53.36 
 

3 
方可晴 鄒明燕 
吳奎億 王新蕙 

自強早泳 03:02.36 
 

4 
李美瑛 李淑惠 
林沛璇 鍾麗姝 

三峽泳會 03:18.29 
 

5 
王伶瑜 黃玟麗 
湯學莉 袁大庸 

三重泳會 03:32.44  
 

第 200 項：女子 200~23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嘉玉 江素花 
林湘羚 朱一馨 

蘆洲四季 02:35.09  

2 
吳慧莉 楊燕 

王介蓉 陳鈺玲 
中大早泳 02:44.13  

3 
林雅雯 張玲慧 
林麗美 游又蓁 

自強早泳 02:44.62 
 

4 
湯學莉 張愛 

王伶瑜 張舒鈴 
三重泳會 02:46.57 

 

5 
溫秋英 張凱樂 
呂瑞菱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3:54.93 
 

 

 

 

 

第 398 項：女子 200~23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介蓉 吳慧莉

陳鈺玲 姜復倫
中大早泳 03:13.28

 

2
朱一馨 陳招美

劉嘉玉 江素花
蘆洲四季 03:17.08

 

3
陳甄 曾安榕 
張愛 張舒鈴

三重泳會 03:29.46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99 項：女子 240~27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 富 張換 周

佳容 劉菊美
海雁維京人 02:58.88

 

2
陳玉妃 潘玉蘭

黃玟麗 高碧純
三重泳會 03:10.46  

3
陳月秀 陳月嬌

陳招美 賴秀寶
蘆洲四季 03:24.37  

4
李梅貞 官水香

蔡江秀柏 張瓅

仁 
三峽泳會 04:01.28  

5
陳春絹 簡美珠

林淑芳 邱劉美

玲 
桃區早泳 04:07.95  

6
曾金蓮 羅春蘭

劉徐美英 蘇美

月 
北市青泳 04:08.50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97 項：女子 240~27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換 周佳容 
潘 富 劉菊美

海雁維京人 03:33.40  

2
陳月秀 蔡玉英

賴秀寶 陳月嬌
蘆洲四季 03:34.14

 

3
沈坤妹 陳玉妃

趙秀鈴 潘玉蘭
三重泳會 03:35.49

 

4
簡美杏 溫秋英

李麗香 邱治菱
永和晨泳 04:01.34

 

5
陳春絹 簡美珠

林淑芳 邱劉美

玲 
桃區早泳 04:12.99

 

6
蔡江秀柏 張瓅

仁 李梅貞 官

水香 
三峽泳會 04:17.68

 

 
林麗美 葉懿慧

温靜如 王新蕙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98 項：女子 280~31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錢英娣 王寶月

簡美杏 李麗香
永和晨泳 03:32.91

 

2
陳錦仙 曾水蓮

郭美雲 陳美津
新竹四季 03:56.20

 

3
曾勤瑛 沈漾漾

林沈春花 張良
海雁維京人 04: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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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8 項：女子 280~319 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妃 

4 
邱鐘月雲  
陳林麗雲  

陳麗鴛 沈坤妹 
三重泳會 04:25.88  

5 
林欣麗 游素窈 

黃含笑 曾楊靜子 
桃區早泳 05:55.14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96 項：女子 280~319 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凱樂 王寶月 
佘曉輝 錢英娣 

永和晨泳 04:08.12 
 

2 
沈漾漾 林沈春花 
許美秋 曾勤瑛 

海雁維京人 04:21.93  

3 
林欣麗 游素窈 

黃含笑 曾楊靜子 
桃區早泳 06:10.35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197 項：女子 320 以上歲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自強早泳 棄權 
 

第 395 項：女子 320 以上歲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自強早泳 棄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