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 

成 績 報 告 書 

頁次 內    容 頁次 內    容 

1 團體總錦標統計表 19 男子 60 歲組 

2 破大會紀錄名單 20 女子 60 歲組 

3 男子 18 歲組 21 男子 65 歲組 

4 女子 18 歲組 22 女子 65 歲組 

5 男子 25 歲組 23 男子 70 歲組 

6 女子 25 歲組 24 女子 70 歲組 

7 男子 30 歲組 25 男子 75 歲組 

8 女子 30 歲組 26 女子 75 歲組 

9 男子 35 歲組 27 男子 80 歲組 

10 女子 35 歲組 28 女子 80 歲組 

11 男子 40 歲組 29 男子 85 歲組 

12 女子 40 歲組 30 女子 85 歲組 

13 男子 45 歲組 31 男子 90 歲組 

14 女子 45 歲組 32 會長、總幹事 50 公尺自由式 

15 男子 50 歲組 33~34 男子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16 女子 50 歲組 35~36 女子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17 男子 55 歲組   

18 女子 55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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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團體總錦標統計表 

排 

名 
單位 

第 1 名 

項數 

第 2 名 

項數 

第 3 名 

項數 
備  註 

第一名 逢甲少泳 33 41 22  

第二名 蘆洲四季 29 20 8  

第三名 逸光泳社 14 8 2  

第四名 工研神泳 11 8 3  

第五名 DORES    11 3 1  

第六名 日本成人 11 2 3  

第七名 三峽泳會 10 12 6  

第八名 中市四季 10 7 12  

第九名 基隆晨光 10 6 8  

第十名 中縣四季 9 4 5  

第 11 名 蘆洲逍遙 8 8 6  

第 12 名 海雁早泳 8 7 4  

第 13 名 北市午泳 8 2 3  

第 14 名 臺北大學 7 5 4  

第 15 名 鶯歌泳會 7 4 7  

第 16 名 高市早游 6 4 5  

第 17 名 日名泳會 6 2 3  

第 18 名 彰化三民 5 6 1  

  
【會長、總幹事友誼賽不計成績，接力賽比照個人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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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破大會紀錄名單 

序 男女 級別 項目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原紀錄 備註 

1 男子 18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蔡尚廷 高勁健身  5:12.85  5:34.77  

2 男子 18 歲組 400M 自由式 2 盧思遠 長春早泳  5:26.30  5:34.77  

3 男子 25 歲組 100M 仰式 1 林德晉 鷹萬泳校  1:05.83  1:06.68  

4 男子 35 歲組 50M 自由式 1 伊藤大輔 伊藤大輔    25.91    26.05  

5 男子 35 歲組 100M 自由式 1 伊藤大輔 伊藤大輔    57.76    58.70  

6 男子 45 歲組 100M 自由式 1 史羅尼 史羅尼   1:01.29  1:01.30  

7 男子 50 歲組 200M 自由式 1 陳銘得 蘆洲四季  2:27.78  2:31.56  

8 男子 50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胡浩洋 北市午泳  4:49.79  5:33.67  

9 男子 50 歲組 400M 自由式 2 陳銘得 蘆洲四季  5:17.33  5:33.67  

10 男子 50 歲組 50M 蝶式 1 坂大平 日本成人    27.93    30.50  

11 男子 50 歲組 100M 蝶式 1 坂大平 日本成人  1:02.41  1:08.09  

12 男子 50 歲組 200M 混合式 1 胡浩洋 北市午泳  2:37.14  2:38.07  

13 男子 55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趙玉麟 三峽泳會  5:23.04  5:41.43  

14 男子 55 歲組 200M 混合式 1 趙玉麟 三峽泳會  2:48.16  2:57.59  

15 男子 60 歲組 50M 自由式 1 飯田彰 日名泳會    27.85    30.56  

16 男子 60 歲組 100M 自由式 1 飯田彰 日名泳會  1:01.88  1:11.49  

17 男子 65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盧進通 中市四季  6:30.25  6:33.88  

18 男子 65 歲組 400M 自由式 2 蔡永福 北東水協  6:32.54  6:33.88  

19 男子 70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黃崇庚 桃園早泳  6:48.12  6:53.43  

20 男子 75 歲組 200M 混合式 1 林啟盛 高市早游  3:51.91  4:03.92  

21 男子 80 歲組 50M 仰式 1 彭煊進 亞泥泳社    47.84    51.50  

22 男子 80 歲組 100M 仰式 1 彭煊進 亞泥泳社  1:46.73  1:57.92  

23 女子 18 歲組 200M 蛙式 1 彭芷優 中大早泳  3:28.69  3:50.56  

24 女子 18 歲組 50M 仰式 1 周珮珊 臺北大學    34.94    36.07  

25 女子 18 歲組 100M 仰式 1 周珮珊 臺北大學  1:18.20  1:19.33  

26 女子 40 歲組 100M 自由式 1 王  晴 中縣四季  1:12.00  1:16.48  

27 女子 40 歲組 200M 自由式 1 王  晴 中縣四季  2:38.73  2:44.84  

28 女子 50 歲組 200M 自由式 1 陳淑慧 工研神泳  3:10.33  3:12.80  

29 女子 50 歲組 400M 自由式 1 陳淑慧 工研神泳  6:35.09  6:54.78  

30 女子 55 歲組 200M 蛙式 1 一木真美子 可納羅亞  3:22.41  3:38.46  

31 女子 55 歲組 100M 蝶式 1 一木真美子 可納羅亞  1:33.23  1:39.70  

32 女子 60 歲組 100M 自由式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1:26.36  1:30.79  

33 女子 60 歲組 50M 仰式 1 新美たつ代 日名泳會    45.66    45.72  

34 女子 60 歲組 200M 混合式 1 朱一馨 蘆洲四季  3:46.41  3:47.41  

35 女子 75 歲組 50M 蛙式 1 竹田紀子 日本成人    55.01  1:02.33  

破紀錄 35 項 38 人，平紀錄 0 項 0 人，創紀錄 0 項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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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18 歲組  18 歲～22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6.40 26.63 27.86 28.17 28.34 28.60 29.17 30.33 25.38 

郭啟源 陳虹傑 林鼎焜 蕭煜安 黃耀民 陳威儒 呂  彥 鄭宇成  

逢甲少泳 港溪泳協 逢甲多游 明新科大 逢甲少泳 元智大學 明新科大 自強早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02.58 1:04.54 1:05.98 1:09.04 1:10.48    56.67 

何  祺 黃耀民 陳建仲 蔡裕翔 鄭宇成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逢甲多游 中縣四季 自強早泳     

200 公尺 

自由式 

2:43.91 2:45.73 2:51.14 3:17.96     2:06.36 

何信威 陳聖輝 李長風 陳嵩儒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大仁科大 個人      

400 公尺 

自由式 

5:12.85 5:26.30 6:13.07 6:28.29 6:54.70    5:34.77 

蔡尚廷 盧思遠 陳聖輝 李長風 陳嵩儒    第 1,2 名 

高勁健身 長春早泳 逢甲少泳 大仁科大 個人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33.76 34.58 34.88 36.73 37.04 38.31 38.59 41.35 32.64 

陳亭駱 何  祺 賴奕翰 陳耘智 何冠輝 陳威儒 黃雋捷 胡翔宇  

明新科大 逢甲少泳 臺北大學 臺北大學 明新科大 元智大學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蛙式 

1:18.22 1:19.24 1:25.69 1:30.08 1:37.77    1:13.17 

呂柏鴻 賴奕翰 陳耘智 黃雋捷 胡翔宇     

個人 臺北大學 臺北大學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200 公尺 

蛙式 

2:51.61 3:01.44 3:02.63      2:43.00 

呂柏鴻 陳亭駱 盧思遠       

個人 明新科大 長春早泳       

50 公尺 

仰式 

32.96 34.28 35.31 35.75 41.18    30.50 

李彥儒 蔡宜軒 蕭煜安 黃信維 周  洵     

逢甲少泳 臺北大學 明新科大 逢甲多游 逢甲多游     

100 公尺 

仰式 

1:12.31 1:12.65 1:12.89 1:16.34     1:05.82 

李彥儒 游偉明 黃信維 蔡宜軒      

逢甲少泳 臺北大學 逢甲多游 臺北大學      

50 公尺 

蝶式 

29.20 29.67 30.36 31.56 31.94 32.49 32.80 33.59 27.04 

劉家齊 郭啟源 方子恆 何冠輝 陳冠瑋 呂  彥 蔡裕翔 蔡亞哲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元智大學 明新科大 元智大學 明新科大 中縣四季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蝶式 

1:05.51 1:14.00 1:14.35 1:18.29 1:25.93    58.60 

劉家齊 陳建仲 方子恆 陳冠瑋 何信威     

臺北大學 逢甲多游 元智大學 元智大學 逢甲少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2:36.43 2:50.96 2:55.82      2:22.86 

蔡尚廷 游偉明 蔡亞哲       

高勁健身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男子 18 歲組  18 歲～2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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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18 歲組  18 歲～22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6.14 39.48 40.83 41.60 44.22    31.05 

陳姿君 許易晴 蔡宛臻 謝宜靜 謝昕芸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臺北大學 中市四季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17.78 1:31.41 1:35.96      1:09.98 

張予禎 許易晴 謝宜靜       

明新科大 逢甲少泳 中市四季       

200 公尺 

自由式 

3:18.01 3:19.36       2:34.28 

林慈恩 范瓏蓉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7:01.02 7:54.31        

林慈恩 黃馨儀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50 公尺 

蛙式 

41.19 41.66 44.46 55.16 55.87    41.15 

林彥婷 彭芷優 陳姿君 蔡宛臻 謝昕芸     

明新科大 中大早泳 臺北大學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蛙式 

1:38.30        1:30.92 

林彥婷         

明新科大         

200 公尺 

蛙式 

3:28.69        3:50.56 

彭芷優        第 1名 

中大早泳        破紀錄 

50 公尺 

仰式 

34.94        36.07 

周珮珊        第 1名 

臺北大學        破紀錄 

100 公尺 

仰式 

1:18.20        1:19.33 

周珮珊        第 1名 

臺北大學        破紀錄 

50 公尺 

蝶式 

41.18        31.72 

范瓏蓉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2:52.99 

         

         

【女子 18 歲組  18 歲～2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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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25 歲組  25 歲～2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8.36 28.65 29.58 31.92 36.01 48.54   24.73 

許聖暉 林建中 吳政憲 賴瑋薪 蔡明儒 朱方宇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蘆洲四季 員林四季 自強早泳 逢甲多游    

100 公尺 

自由式 

1:05.84 1:14.50 1:14.91 1:15.39 1:31.74 1:35.81 1:47.30  54.73 

曾玟榤 林志陽 姚宗成 葉竣銘 李治律 蔡明儒 朱方宇   

港溪泳協 逢甲少泳 逢甲多游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自強早泳 逢甲多游   

200 公尺 

自由式 

2:51.14 2:54.92 2:58.04 2:58.34     2:04.75 

郭懿尹 葉竣銘 姚宗成 彭少韋      

逢甲少泳 逸光泳社 逢甲多游 逢甲少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48.14 6:03.74 6:46.29 7:22.08 8:53.27    4:37.41 

曾玟榤 江健誠 謝禎原 吳嘉祥 李治律     

港溪泳協 長春早泳 逢甲少泳 世紀王者 逢甲少泳     

50 公尺 

蛙式 

33.38 34.78 36.96 42.10     30.50 

許聖暉 徐紹峰 林義翰 賴瑋薪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員林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19.02 1:19.20 1:25.07 1:30.46     1:09.04 

王冠傑 吳政憲 林義翰 彭少韋      

世紀王者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200 公尺 

蛙式 

3:20.24 3:50.95       2:32.38 

尤信尊 謝禎原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50 公尺 

仰式 

31.97 33.79 34.42 44.40     29.38 

鄭國輝 曾忠遠 王冠傑 蕭盛壬      

蘆洲逍遙 竹北早泳 世紀王者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仰式 

1:05.83 1:14.53 1:27.70 1:39.00     1:06.68 

林德晉 杜永學 丁三宇 蕭盛壬     第 1名 

鷹萬泳校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破紀錄 

50 公尺 

蝶式 

30.64 37.90       26.91 

林建中 林志陽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蝶式 

1:25.53 1:31.09       58.24 

郭懿尹 江健誠        

逢甲少泳 長春早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2:24.30 2:30.39 2:44.17 3:01.07 3:15.16 3:59.48   2:21.14 

林德晉 鄭國輝 杜永學 尤信尊 丁三宇 吳嘉祥    

鷹萬泳校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世紀王者    

【男子 25 歲組  25 歲～2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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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25 歲組  25 歲～2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6.03 36.71 37.91      30.26 

林佳君 吳禹函 鄭新珮       

通苑泳協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07.21 

         

         

200 公尺 

自由式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46.52 46.63 48.76 55.59     37.55 

吳思姵 李盈盈 林佳君 吳禹函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通苑泳協 工研神泳      

100 公尺 

蛙式 

1:45.29 1:48.07       1:25.34 

吳思姵 李盈盈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45.77        33.20 

鄭新珮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女子 25 歲組  25 歲～2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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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30 歲組  30 歲～3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7.65 28.62 28.65 31.13 32.31 34.11 35.76 35.98 25.64 

王仁宏 李長根 廖繼堯 張家偉 柯宗宏 陳昭興 楊潮文 胡醒華  

三峽泳會 逸光泳社 鷹萬泳校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四海游蛇 逸光泳社 世紀王者  

100 公尺 

自由式 

1:06.19 1:06.53 1:06.58 1:09.84 1:22.98    59.63 

謝秉勲 王仁宏 黃照理 張家偉 劉家權     

逢甲多游 三峽泳會 北東水協 逢甲少泳 三峽泳會     

200 公尺 

自由式 

         

         

         

400 公尺 

自由式 

5:28.33 7:41.10       5:05.35 

陳鐸震 黃鈺鈜        

工研神泳 個人        

50 公尺 

蛙式 

35.18 35.99       27.12 

李長根 柯宗宏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蛙式 

1:17.41        1:10.64 

蔡欣軒         

三峽泳會         

200 公尺 

蛙式 

2:55.91 3:05.20 3:12.26 3:41.66     2:49.04 

黃宇民 陳鐸震 韓立翔 劉家權      

逸光泳社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三峽泳會      

50 公尺 

仰式 

34.73 39.02 52.18      30.04 

謝騏勳 蔡欣軒 吳俊縊       

鷹萬泳校 三峽泳會 自強早泳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30.59 31.18 35.77 46.65 48.34    27.23 

謝秉勲 黃照理 吳政言 陳卓凡 胡醒華     

逢甲多游 北東水協 青 泳 會 四海游蛇 世紀王者     

100 公尺 

蝶式 

1:58.44        1:00.66 

吳俊縊         

自強早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2:51.06 4:23.57       2:32.48 

黃宇民 陳卓凡        

逸光泳社 四海游蛇        

【男子 30 歲組  30 歲～34 歲】



 - 8 - 

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30 歲組  30 歲～3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42.72 45.76 49.38      30.19 

陳蕙怡 李幸憓 賴冠燕       

逸光泳社 蘆洲逍遙 三重體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37.10 1:43.05 1:53.98      1:05.41 

張瑋婷 李幸憓 賴冠燕       

北東水協 蘆洲逍遙 三重體泳       

200 公尺 

自由式 

3:28.00        2:27.80 

駱郁如         

逢甲少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6:37.68 7:28.02       5:25.53 

李音萱 駱郁如        

三重體泳 逢甲少泳        

50 公尺 

蛙式 

44.56        32.69 

魏  兒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47.26        1:34.07 

洪婷婷         

工研神泳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40.28 46.36       38.59 

魏  兒 洪婷婷        

蘆洲四季 工研神泳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4:17.48        3:02.25 

陳蕙怡         

逸光泳社         

【女子 30 歲組  30 歲～3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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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35 歲組  35 歲～3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5.91 29.31 29.94 30.83 30.93 35.13 37.01  26.05 

伊藤大輔 陳冠瑋 林展生 RossJacobs 周正宗 葉柏劭 溫善閔  第 1名 

個人 蘆洲四季 工研神泳 高勁健身 四海游蛇 蘆洲四季 個人  破紀錄 

100 公尺 

自由式 

57.76 1:25.39 1:43.91      58.70 

伊藤大輔 岳俊豪 溫善閔      第 1名 

個人 工研神泳 個人      破紀錄 

200 公尺 

自由式 

2:33.05 2:35.23 2:55.77 3:31.16     2:22.51 

葉昌濬 葉文榮 江俊德 岳俊豪      

波濤兇泳 大里早泳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39.38 5:39.68 6:22.89 6:33.38 6:50.61 6:52.55   5:17.08 

葉文榮 葉昌濬 沈恩民 江俊德 陳怡誠 胡長霖    

大里早泳 波濤兇泳 北東水協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50 公尺 

蛙式 

46.15        32.47 

許峻瑋         

海雁早泳         

100 公尺 

蛙式 

1:32.89 1:37.88 1:38.14 1:42.27     1:15.29 

張鈞晃 葉柏劭 張振概 許峻瑋      

自強早泳 蘆洲四季 三峽泳會 海雁早泳      

200 公尺 

蛙式 

3:13.56 3:45.07       2:50.31 

王永朝 張振概        

台南四季 三峽泳會        

50 公尺 

仰式 

35.42 38.42       31.97 

陳冠瑋 陳世杰        

蘆洲四季 工研神泳        

100 公尺 

仰式 

1:26.83 2:08.24       1:10.66 

陳世杰 張智淵        

工研神泳 蘆洲四季        

50 公尺 

蝶式 

36.90 37.28 44.00 51.51     27.74 

王永朝 RossJacobs 官志信 盛  剛      

台南四季 高勁健身 鶯歌泳會 逸光泳社      

100 公尺 

蝶式 

1:18.25 1:55.38       1:08.63 

林展生 張智淵        

工研神泳 蘆洲四季        

200 公尺 

混合式 

3:12.93 3:26.59 3:58.32      2:29.95 

張鈞晃 陳怡誠 胡長霖       

自強早泳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男子 35 歲組  35 歲～3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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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35 歲組  35 歲～3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40.62 40.65 56.74      30.32 

李懷洛 蔡明珊 蕭佾芬       

工研神泳 蘆洲四季 崑山早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33.44 1:46.59 2:26.15      1:11.05 

李懷洛 李佳螢 蕭佾芬       

工研神泳 蘆洲四季 崑山早泳       

200 公尺 

自由式 

3:53.90 4:00.17       2:39.23 

李佳螢 蔡云姿        

蘆洲四季 中縣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8:18.40        5:20.32 

蔡云姿         

中縣四季         

50 公尺 

蛙式 

52.24 1:03.99       40.94 

蔡明珊 陳秋蘭        

蘆洲四季 鶯歌泳會        

100 公尺 

蛙式 

        1:34.49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1:06.21        35.83 

陳秋蘭         

鶯歌泳會         

100 公尺 

仰式 

        1:20.02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女子 35 歲組  35 歲～3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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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40 歲組  40 歲～4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7.17 31.89 32.65 32.77 33.15 33.37 35.32 36.66 26.15 

李至斌 古夏平 馮輝慶 張舜翔 黃敬仰 蔡政昇 許偉智 何建儀  

臺北大學 逢甲少泳 中壢泳協 工研神泳 自強早泳 泳往直前 通霄泳訓 信州高雄  

100 公尺 

自由式 

1:09.21 1:13.07 1:13.11 1:15.46 1:28.19 1:31.50   52.48 

歐陽士煌 林仙火 郭名洲 黃淙隆 張家銘 何建儀    

蘆洲四季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中市四季 高勁健身 信州高雄    

200 公尺 

自由式 

2:37.92 2:38.47 2:44.67 2:46.80 2:47.19 2:48.24 3:06.78  2:10.33 

歐陽士煌 江明盛 柯智正 黃淙隆 洪恩德 黃東德 黃敬仰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中市四季 港溪泳協 三峽泳會 自強早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57.75 6:07.37 6:09.78 6:14.21 7:46.24 8:49.87   5:18.67 

江明盛 古夏平 黃東德 洪恩德 張家銘 彭偉鴻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三峽泳會 港溪泳協 高勁健身 新竹海豚    

50 公尺 

蛙式 

37.40 38.22 39.74 39.77 40.50 42.07 43.36 45.33 33.79 

陳志超 高永坤 陳孟志 郭偉德 宋庭禎 張智倫 吳俊逸 楊明哲  

大里早泳 三民早泳 蘆洲逍遙 基隆晨光 工研神泳 港溪泳協 個人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25.60 1:25.78 1:26.24 1:30.73 1:33.41 1:39.05 1:42.60 1:42.68 1:16.80 

郭偉德 陳志超 李志忠 宋庭禎 陳巍中 張智倫 楊明哲 彭家洪  

基隆晨光 大里早泳 蘆洲逍遙 工研神泳 中縣四季 港溪泳協 蘆洲四季 工研神泳  

200 公尺 

蛙式 

3:13.19 3:15.51 3:25.93 4:02.33 4:16.90    2:53.48 

李志忠 陳孟志 陳巍中 吳俊逸 張李佳     

蘆洲逍遙 蘆洲逍遙 中縣四季 個人 三峽泳會     

50 公尺 

仰式 

35.81 39.68 42.00 47.26 51.75    32.34 

卓明德 張舜翔 陳主榮 俞佳宏 林裕展     

海雁早泳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自強早泳 三民早泳     

100 公尺 

仰式 

1:22.13 1:46.22 1:50.30      1:11.93 

卓明德 陳主榮 俞佳宏       

海雁早泳 逢甲少泳 自強早泳       

50 公尺 

蝶式 

31.91 33.20 34.67 37.10 39.66 40.73 46.54  26.89 

白安凱 柯智正 高永坤 馮輝慶 鄭瑞峰 林志明 許偉智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三民早泳 中壢泳協 永和四季 北投泉源 通霄泳訓   

100 公尺 

蝶式 

1:08.67 1:17.51 1:32.86 1:46.87     59.62 

李至斌 白安凱 林仙火 鄭瑞峰      

臺北大學 蘆洲四季 蘆洲四季 永和四季      

200 公尺 

混合式 

3:48.30        2:20.78 

郭名洲         

逢甲少泳         

【男子 40 歲組  40 歲～4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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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40 歲組  40 歲～4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8.49 38.78 40.86 41.00 41.77 42.72   31.61 

李子芳 莊雪冰 鄭雅蘭 林雅雯 毛嘉玲 李淑玲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鶯歌泳會 逢甲少泳 海雁早泳 逸光泳社    

100 公尺 

自由式 

1:12.00 1:19.57 1:31.99 1:32.39 1:32.55    1:16.48 

王  晴 湯學莉 林湘羚 李淑玲 閻玉英    第 1名 

中縣四季 逢甲少泳 北泳健協 逸光泳社 蘆洲四季    破紀錄 

200 公尺 

自由式 

2:38.73 3:22.12       2:44.84 

王  晴 閻玉英       第 1名 

中縣四季 蘆洲四季       破紀錄 

400 公尺 

自由式 

8:10.29        5:54.18 

張  愛         

蘆洲四季         

50 公尺 

蛙式 

51.52 54.38 56.74      43.14 

林湘羚 鄭雅蘭 游佳儒       

北泳健協 鶯歌泳會 員林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38.43 1:47.07       1:31.46 

湯學莉 陳雅雯        

逢甲少泳 彰化三民        

200 公尺 

蛙式 

3:46.48        3:17.62 

陳雅雯         

彰化三民         

50 公尺 

仰式 

46.70 49.86 51.50 56.67 58.00    37.22 

林雅雯 李子芳 羅玉君 游佳儒 張  愛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員林四季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47.31 51.42       33.95 

莊雪冰 毛嘉玲        

逢甲少泳 海雁早泳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3:50.38        3:03.63 

羅玉君         

逢甲少泳         

【女子 40 歲組  40 歲～4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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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45 歲組  45 歲～4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9.27 30.00 31.24 33.80 34.52 34.60 35.12 36.41 26.21 

周向明 許立宏 山本佑司 王漢章 陳立民 張勝輝 林俊賢 楊哲昌  

個人 臺灣體大 波濤兇泳 基隆晨光 逢甲少泳 竹北早泳 鶯歌泳會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自由式 

1:01.29 1:04.82 1:08.28 1:09.20 1:11.24 1:14.26 1:17.81 1:20.00 1:01.30 

史羅尼 張華德 周向明 史仁德 郭宗興 曾志成 黃佳彬 陳立民 第 1名 

個人 逢甲少泳 個人 中市四季 蘆洲逍遙 竹崎泳會 北東水協 逢甲少泳 破紀錄 

200 公尺 

自由式 

2:18.11 2:39.35 2:39.37 2:40.01 2:52.43 2:52.81 2:54.70 2:57.69 2:08.84 

史羅尼 張勝明 林炯霖 李志成 林文國 陳啟章 劉昌鎮 曾志成  

個人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海雁早泳 三峽泳會 蘆洲逍遙 中市四季 竹崎泳會  

400 公尺 

自由式 

5:45.18 5:48.32 5:52.49 6:17.64 7:02.04 7:04.70   4:41.82 

李志成 張勝明 林炯霖 陳啟章 邱垂泓 王漢章    

海雁早泳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蘆洲逍遙 工研神泳 基隆晨光    

50 公尺 

蛙式 

38.91 40.21 41.60 41.85 42.24 43.98 45.94  33.89 

李阿鈞 林士欽 陳翁政 邱收挺 徐國証 張勝輝 邱志成   

斗南四季 沙鹿早泳 蘆洲逍遙 鶯歌泳會 自強早泳 竹北早泳 員林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28.19 1:30.30 1:31.61 1:34.88 1:41.42 1:43.72 1:53.49  1:16.66 

蔡政宏 李阿鈞 邱收挺 陳翁政 邱青松 徐希民 鍾縣奎   

高市早游 斗南四季 鶯歌泳會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蘆洲四季 三民早泳   

200 公尺 

蛙式 

3:09.78 3:40.81 3:52.19 3:53.12 3:54.33    2:51.97 

蔡政宏 林士欽 程騏翔 徐希民 邱青松     

高市早游 沙鹿早泳 中壢四季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50 公尺 

仰式 

40.13 40.68 47.52      30.47 

劉孟達 林文國 黃賜尉       

逢甲少泳 三峽泳會 北泳健協       

100 公尺 

仰式 

1:18.86 1:31.12 1:34.93 1:37.01 1:44.67 1:51.80   1:13.59 

史仁德 劉孟達 陳文慶 呂學偉 徐國証 黃賜尉    

中市四季 逢甲少泳 自強早泳 逢甲少泳 自強早泳 北泳健協    

50 公尺 

蝶式 

32.04 33.34 34.35 34.50 36.13 37.12 56.25  27.87 

許立宏 山本佑司 沈政勳 朱永達 林金玄 劉新嶼 黃榆富   

臺灣體大 波濤兇泳 斗南四季 青 泳 會 蘆洲逍遙 青 泳 會 港溪泳協   

100 公尺 

蝶式 

1:26.85 1:36.80 1:43.38      1:00.67 

沈政勳 林金玄 呂學偉       

斗南四季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2:54.51 3:52.55       2:32.09 

張華德 邱煥科        

逢甲少泳 工研神泳        

【男子 45 歲組  45 歲～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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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45 歲組  45 歲～4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42.20 56.70 1:04.16      34.23 

凡瑪莎 邱玉如 陳麗真       

逢甲少泳 基隆晨光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47.54 1:52.00 1:58.63      1:18.94 

覃惠珠 黃靖雯 邱玉如       

逢甲少泳 信州高雄 基隆晨光       

200 公尺 

自由式 

3:25.31 3:39.40 4:00.10      2:47.33 

王介蓉 趙曉萍 黃靖雯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信州高雄       

400 公尺 

自由式 

7:03.08 7:34.68 7:54.03      6:31.76 

王介蓉 趙曉萍 蕭育如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基隆晨光       

50 公尺 

蛙式 

54.60 1:12.27       44.98 

詹秀雲 陳麗真        

中壢四季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蛙式 

1:54.31        1:37.46 

蔡麗華         

基隆晨光         

200 公尺 

蛙式 

4:01.46 4:13.08       3:30.46 

蔡麗華 詹秀雲        

基隆晨光 中壢四季        

50 公尺 

仰式 

45.79 56.99       41.49 

凡瑪莎 覃惠珠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4:21.30        3:21.70 

蕭育如         

基隆晨光         

【女子 45 歲組  45 歲～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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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50 歲組  50 歲～5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9.26 29.70 29.84 30.54 32.52 32.53 35.74 36.55 28.46 

呂仁理 陳  光 謝國成 劉財心 張文龍 蔡駿興 陳聰慶 楊明雄  

逢甲少泳 香港碧濤 蘆洲逍遙 鳳山泳協 中大早泳 彰化泳協 三民早泳 竹北早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07.29 1:08.69 1:10.29 1:15.04 1:24.88 1:30.30 1:37.53 1:52.20 1:03.81 

陳  光 劉財心 黃武雄 徐寶生 葉家文 傅英傑 吳良美 徐朝斌  

香港碧濤 鳳山泳協 蘆洲四季 新竹海豚 新竹四季 逢甲少泳 頭城泳會 中壢泳協  

200 公尺 

自由式 

2:27.78 2:37.48 2:40.76 2:50.27 2:56.81 3:08.73 3:10.22  2:31.56 

陳銘得 呂仁理 倪盛琅 徐寶生 劉相賢 徐朝斌 李德輝  第 1名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統一早泳 新竹海豚 竹北四季 中壢泳協 台南四季  破紀錄 

400 公尺 

自由式 

4:49.79 5:17.33 5:48.69 5:50.36 5:56.09 6:04.96 6:20.28 9:08.80 5:33.67 

胡浩洋 陳銘得 夏安信 黃順鉅 倪盛琅 張昭明 劉相賢 戴局聯 第 1,2 名 

北市午泳 蘆洲四季 中市四季 蘆洲四季 統一早泳 三重體泳 竹北四季 逸光泳社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37.16 37.85 39.36 42.40 42.43 43.77 45.37 45.81 34.77 

楊啟智 陳睿霖 陳善倫 楊明雄 彭虞雄 連文秀 周慶義 陳清志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波濤兇泳 竹北早泳 新竹海豚 蘆洲逍遙 港溪泳協 三峽泳會  

100 公尺 

蛙式 

1:25.00 1:27.81 1:29.17 1:30.79 1:36.11 1:36.71 1:38.69 1:40.35 1:21.05 

黃國峰 張川基 陳睿霖 陳善倫 連文秀 黃沛然 陳文龍 王建元  

蘆洲四季 海雁早泳 逢甲少泳 波濤兇泳 蘆洲逍遙 逸光泳社 三峽泳會 三峽泳會  

200 公尺 

蛙式 

3:03.80 3:06.35 3:09.66 3:38.60 3:39.73 3:47.65 4:06.45 4:14.02 3:00.85 

坂敏之 張川基 黃國峰 彭虞雄 王建元 周慶義 吳良美 魏永良  

日本成人 海雁早泳 蘆洲四季 新竹海豚 三峽泳會 港溪泳協 頭城泳會 蘆洲逍遙  

50 公尺 

仰式 

39.08 41.26 41.28 43.16 44.41 48.15   35.35 

黃武雄 楊啟智 蔡駿興 劉振宏 陳聰慶 吳日華    

蘆洲四季 蘆洲逍遙 彰化泳協 逢甲少泳 三民早泳 逸光泳社    

100 公尺 

仰式 

1:35.37 1:43.62       1:16.90 

黃沛然 陳文龍        

逸光泳社 三峽泳會        

50 公尺 

蝶式 

27.93 31.65 31.68 32.50 32.74 33.09 50.74  30.50 

坂大平 李魁羣 張文龍 蔡名傑 周哲民 劉良賢 郭朝勳  第 1名 

日本成人 蘆洲四季 中大早泳 鶯歌泳會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新竹四季  破紀錄 

100 公尺 

蝶式 

1:02.41 1:15.55 1:21.30 1:23.55 1:34.37    1:08.09 

坂大平 李魁羣 周哲民 劉良賢 吳日華    第 1名 

日本成人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逸光泳社    破紀錄 

200 公尺 

混合式 

2:37.14 2:53.57 3:03.61 3:19.20 3:23.07    2:38.07 

胡浩洋 夏安信 蔡名傑 黃順鉅 劉振宏    第 1名 

北市午泳 中市四季 鶯歌泳會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破紀錄 

【男子 50 歲組  50 歲～5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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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50 歲組  50 歲～5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6.89 39.36 43.14 47.07 50.08 51.87 1:04.76  35.34 

劉菊美 陳鈺玲 川崎高子 朱麗蓉 伍美琪 張鳳雪 許月香   

海雁早泳 鶯歌泳會 日本成人 逸光泳社 北市午泳 通苑泳協 竹北四季   

100 公尺 

自由式 

1:30.69 1:31.05 1:36.63 2:01.72     1:17.34 

陳鈺玲 吳慧莉 余佳玲 張鳳雪      

鶯歌泳會 宜蘭四季 台南四季 通苑泳協      

200 公尺 

自由式 

3:10.33 3:24.03 3:33.09 3:36.68 3:42.88 3:44.43 4:12.70  3:12.80 

陳淑慧 蔡玉英 余佳玲 川崎高子 張秋雲 新堀久美 張瓊文  第 1名 

工研神泳 蘆洲四季 台南四季 日本成人 港溪泳協 DORES 海雁早泳  破紀錄 

400 公尺 

自由式 

6:35.09 7:01.01 7:08.59 8:40.15     6:54.78 

陳淑慧 吳慧莉 蔡玉英 張瓊文     第 1名 

工研神泳 宜蘭四季 蘆洲四季 海雁早泳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50.57 52.63 55.39 56.88     45.69 

陳怡伶 薛建華 邵慧寬 曾金蓮      

蘆洲逍遙 頭城泳會 青 泳 會 青 泳 會      

100 公尺 

蛙式 

1:54.38 1:54.53 1:59.31 2:07.77     1:35.81 

林淑貞 何家誼 曾水蓮 曾金蓮      

蘆洲四季 員林四季 新竹四季 青 泳 會      

200 公尺 

蛙式 

4:00.03 4:07.20 4:21.89 4:55.84 4:57.74    3:28.56 

林淑貞 何家誼 曾水蓮 溫密莉 薛建華     

蘆洲四季 員林四季 新竹四季 新竹海豚 頭城泳會     

50 公尺 

仰式 

53.57 55.29 1:14.01      43.72 

陳怡伶 彭秀媚 許月香       

蘆洲逍遙 逸光泳社 竹北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1:51.92 1:57.82 2:05.65      1:35.72 

新堀久美 彭秀媚 張秋雲       

DORES 逸光泳社 港溪泳協       

50 公尺 

蝶式 

47.04 55.26 59.06 1:21.02     39.13 

謝靜修 朱麗蓉 李梅貞 溫密莉      

蘆洲逍遙 逸光泳社 三峽泳會 新竹海豚      

100 公尺 

蝶式 

1:56.12        1:40.77 

謝靜修         

蘆洲逍遙         

200 公尺 

混合式 

3:53.61 4:30.91       3:32.69 

劉菊美 李梅貞        

海雁早泳 三峽泳會        

【女子 50 歲組  50 歲～5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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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55 歲組  55 歲～5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0.45 31.71 32.92 33.48 33.82 35.12 39.35 39.96 28.70 

羅源森 李展發 杜宏祥 王明淵 楊垂堂 徐紹鈐 李義雄 王永華  

新竹四季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蘆洲逍遙 蘆洲逍遙 中壢泳協 三民早泳 逸光泳社  

100 公尺 

自由式 

1:11.46 1:12.54 1:22.39 1:23.08 1:29.33 1:30.52 1:33.02 1:37.11 1:05.99 

施約翰 陳榮進 彭維銘 吳家煌 王魏溪 謝清輝 劉壽榮 汪清源  

中市四季 北泳健協 逸光泳社 自強早泳 桃園早泳 頭城泳會 蘆洲四季 港溪泳協  

200 公尺 

自由式 

2:51.54 2:53.69 3:08.38 3:24.76 3:25.08 3:25.65 3:30.42 3:32.02 2:31.56 

宋發全 林進興 黃榮華 林先維 劉茂順 陳盈富 彭維銘 劉壽榮  

中壢泳協 三重體泳 逢甲少泳 中壢四季 中壢泳協 中壢四季 逸光泳社 蘆洲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5:23.04 6:14.14 6:25.32 7:14.38 7:16.09 7:30.34 7:50.87  5:41.43 

趙玉麟 宋發全 蔡文堂 劉茂順 劉光揆 李永仁 簡廷安  第 1名 

三峽泳會 中壢泳協 中市四季 中壢泳協 斗南四季 工研神泳 中市四季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39.42 40.25 41.88 42.14 42.49 44.06 45.73 46.67 35.43 

鍾汶澄 陳瑞凱 李如賜 陳烱輝 陳于忠 黃福星 黃沁松 鄭錦揚  

逸光泳社 青 泳 會 桃園早泳 北投泉源 波濤兇泳 中壢泳協 逢甲少泳 新竹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1:33.69 1:38.67 1:39.73 1:43.54 1:47.02 1:58.37   1:22.34 

陳瑞凱 陳于忠 黃福星 黃沁松 林秉澤 吳建中    

青 泳 會 波濤兇泳 中壢泳協 逢甲少泳 三峽泳會 基隆晨光    

200 公尺 

蛙式 

3:20.57 3:22.95 3:40.17 3:44.15 4:15.52    3:03.86 

謝清輝 李如賜 張生其 蘇文深 潘柳青     

頭城泳會 桃園早泳 竹崎泳會 蘆洲逍遙 竹東健泳     

50 公尺 

仰式 

39.62 41.45 42.71 43.11 43.85 46.90 47.92 51.32 33.92 

鍾汶澄 李展發 徐善林 傅開亮 黃榮華 鄭錦揚 陳烱輝 汪清源  

逸光泳社 蘆洲四季 三民早泳 台南四季 逢甲少泳 新竹四季 北投泉源 港溪泳協  

100 公尺 

仰式 

1:25.78 1:28.19 1:36.52      1:17.77 

施約翰 陳榮進 傅開亮       

中市四季 北泳健協 台南四季       

50 公尺 

蝶式 

33.88 35.40 36.53 36.74 37.79 39.14 40.41 43.51 30.82 

羅源森 林森輝 王明淵 杜宏祥 洪建輝 楊垂堂 張生其 陳明烈  

新竹四季 北泳健協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三重體泳 蘆洲逍遙 竹崎泳會 中市四季  

100 公尺 

蝶式 

1:34.01 1:40.58 1:42.01 1:53.60     1:17.56 

林森輝 洪建輝 李聰池 李永仁      

北泳健協 三重體泳 中市四季 工研神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2:48.16 3:14.16 3:21.84 3:39.97 3:44.42 3:57.69   2:57.59 

趙玉麟 林進興 陳明烈 李聰池 徐善林 蘇文深   第 1名 

三峽泳會 三重體泳 中市四季 中市四季 三民早泳 蘆洲逍遙   破紀錄 

【男子 55 歲組  55 歲～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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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55 歲組  55 歲～5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7.50 46.56 47.87 53.41 1:02.85    35.22 

蘇美玉 江淑薰 張  換 周金伶 陳君如     

逢甲少泳 基隆晨光 海雁早泳 新竹四季 基隆晨光     

100 公尺 

自由式 

1:39.67 1:49.60       1:20.30 

白秀琴 黃瑞勤        

基隆晨光 中壢四季        

200 公尺 

自由式 

3:51.01 4:05.46 4:33.61      3:08.84 

楊貴滿 張良妃 周金伶       

港溪泳協 海雁早泳 新竹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7:14.20 8:05.76 8:45.14 11:29.72     6:28.14 

吳麗玉 楊貴滿 張良妃 廖素花      

彰化三民 港溪泳協 海雁早泳 北市午泳      

50 公尺 

蛙式 

49.62 50.49 54.96 56.60 58.60 59.76 1:07.97  47.81 

陳招美 蘇美玉 翁梅華 江淑薰 林黃玉梅 陳春絹 陳君如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基隆晨光 基隆晨光 港溪泳協 桃園早泳 基隆晨光   

100 公尺 

蛙式 

1:56.49 2:10.84 2:11.27      1:42.50 

翁梅華 林黃玉梅 張  換       

基隆晨光 港溪泳協 海雁早泳       

200 公尺 

蛙式 

3:22.41 3:47.94 4:00.88      3:38.46 

一木真美 羅貴葉 李麗香      第 1名 

可納羅亞 中縣四季 永和四季      破紀錄 

50 公尺 

仰式 

51.18 1:15.82       41.17 

李美瑛 張慧真        

鶯歌泳會 基隆晨光        

100 公尺 

仰式 

1:58.11 2:14.31 2:18.21      1:31.91 

李美瑛 李桂蘭 陳麗雅       

鶯歌泳會 北投泉源 中市四季       

50 公尺 

蝶式 

47.79 53.23 56.57 56.61 1:11.09 1:13.34   37.19 

陳招美 黃素滿 李麗香 陳春絹 廖素花 張慧真    

蘆洲四季 三峽泳會 永和四季 桃園早泳 北市午泳 基隆晨光    

100 公尺 

蝶式 

1:33.23 1:44.53 2:08.45      1:39.70 

一木真美 羅貴葉 白秀琴      第 1名 

可納羅亞 中縣四季 基隆晨光      破紀錄 

200 公尺 

混合式 

4:04.86 4:13.12       3:19.52 

黃素滿 吳麗玉        

三峽泳會 彰化三民        

【女子 55 歲組  55 歲～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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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60 歲組  60 歲～6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27.85 32.96 34.10 38.04 40.23 54.05   30.56 

飯田彰 鄭  淮 蘇游常焜 郭泳昊 葉天佑 陳金葆   第 1名 

日名泳會 蘆洲逍遙 北市午泳 竹北早泳 全國四季 青 泳 會   破紀錄 

100 公尺 

自由式 

1:01.88 1:18.43 1:28.40 1:38.33 2:05.01    1:11.49 

飯田彰 鄭  淮 林榮春 蔡逢王 徐志良    第 1名 

日名泳會 蘆洲逍遙 三重體泳 三重體泳 新竹海豚    破紀錄 

200 公尺 

自由式 

3:09.67 3:25.91 3:26.67 4:37.64     2:43.68 

韓勇良 林文德 張德欽 徐志良      

自強早泳 台南四季 松 樹 門 新竹海豚      

400 公尺 

自由式 

6:13.36 6:19.97 6:53.39 6:55.73 6:58.88 7:19.56 7:32.03 7:33.71 6:03.42 

楊明志 陳吉裕 阮錦源 韓勇良 林榮春 田慶金 林文德 張德欽  

中市四季 北泳健協 基隆晨光 自強早泳 三重體泳 工研神泳 台南四季 松 樹 門  

50 公尺 

蛙式 

40.94 41.11 42.13 46.49 46.57 47.94 49.68 49.85 37.19 

簡春溢 林年財 西脇巧 郭泳昊 黃榮琦 葉天佑 馬載金 吳明清  

蘆洲四季 大里早泳 日名泳會 竹北早泳 永和四季 全國四季 北投泉源 三峽泳會  

100 公尺 

蛙式 

1:30.28 1:31.29 1:32.06 1:32.69 1:35.14 1:42.60 1:47.93 1:48.30 1:24.87 

賴如靖 簡春溢 余欽銘 林年財 西脇巧 徐進賜 吳明清 陳徐光  

員林四季 蘆洲四季 中市四季 大里早泳 日名泳會 蘆洲四季 三峽泳會 新竹海豚  

200 公尺 

蛙式 

3:18.97 3:26.17 3:36.32 3:43.42 3:47.91 3:48.67 4:05.77 4:12.61 3:12.66 

賴如靖 余欽銘 徐進賜 蔡逢王 林長宏 陳徐光 廖勇楨 秦進益  

員林四季 中市四季 蘆洲四季 三重體泳 台南四季 新竹海豚 桃園早泳 三峽泳會  

50 公尺 

仰式 

39.72 47.20 51.53 53.34     38.71 

賴聰耀 李運潛 陳秋金 秦進益      

三峽泳會 竹北早泳 北投泉源 三峽泳會      

100 公尺 

仰式 

1:35.78 1:38.62 1:46.10 1:48.52 1:48.85 1:48.85 1:58.28  1:26.26 

李明旺 王一清 林長宏 王  貴 許安岳 阮錦源 陳秋金   

三重體泳 台南四季 台南四季 港溪泳協 永和四季 基隆晨光 北投泉源  5 同名 

50 公尺 

蝶式 

37.97 37.99 38.70 41.34 41.52 42.02 45.64 57.80 33.17 

王一清 張添祿 李運潛 楊擇淞 蘇游常焜 連武成 鄭景烜 潘春進  

台南四季 逸光泳社 竹北早泳 八德早泳 北市午泳 台南四季 彰化泳協 北投泉源  

100 公尺 

蝶式 

1:38.28 1:38.37 1:48.22 1:53.17     1:23.56 

張添祿 陳吉裕 王  貴 田慶金      

逸光泳社 北泳健協 港溪泳協 工研神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3:23.87 3:33.05 3:46.54 3:49.06 3:50.24    3:00.05 

賴聰耀 李明旺 黃榮琦 鄭景烜 連武成     

三峽泳會 三重體泳 永和四季 彰化泳協 台南四季     

【男子 60 歲組  60 歲～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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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60 歲組  60 歲～6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9.84 41.41 45.38 46.00 49.03 58.02 1:02.04 1:03.04 37.14 

背山美貴子 陳月秀 潘淑娟 大島秀子 何秋菊 鄭素霞 馬子娟 朱錦香  

日本成人 蘆洲四季 全國四季 日名泳會 中縣四季 三峽泳會 逸光泳社 逸光泳社  

100 公尺 

自由式 

1:26.36 1:38.75 1:47.23 2:15.25 2:27.22    1:30.79 

朱一馨 大島秀子 何秋菊 鄭素霞 王陳月裡    第 1名 

蘆洲四季 日名泳會 中縣四季 三峽泳會 鶯歌泳會    破紀錄 

200 公尺 

自由式 

3:27.35 3:49.16 4:28.84 5:11.04     3:23.48 

王小雯 鄭桂梓 賴姿廷 王陳月裡      

鶯歌泳會 北投泉源 北市午泳 鶯歌泳會      

400 公尺 

自由式 

7:26.15 7:56.43 8:06.76 9:36.24 10:46.36    7:14.74 

王小雯 鄭桂梓 黃億婕 賴姿廷 朱錦香     

鶯歌泳會 北投泉源 中縣四季 北市午泳 逸光泳社     

50 公尺 

蛙式 

52.23 54.26 55.36 56.40 59.26 1:09.97   44.99 

陳淑芬 劉素娥 劉貴蘭 黃王嫺 呂淑貞 黃瓊花    

全國四季 彰化三民 桃市四季 蘆洲四季 港溪泳協 三峽泳會    

100 公尺 

蛙式 

2:11.70        1:35.40 

呂淑貞         

港溪泳協         

200 公尺 

蛙式 

4:19.67 4:21.15 4:34.48      3:45.46 

黃王嫺 陳淑芬 蔡江秀柏       

蘆洲四季 全國四季 鶯歌泳會       

50 公尺 

仰式 

45.66 53.94 1:00.79 1:01.44 1:05.13 1:08.85   45.72 

新美たつ代 劉素娥 蔡江秀柏 馬子娟 李素蘭 黃瓊花   第 1名 

日名泳會 彰化三民 鶯歌泳會 逸光泳社 基隆晨光 三峽泳會   破紀錄 

100 公尺 

仰式 

1:45.85 1:56.33 1:58.07 2:09.42     1:44.69 

新美たつ代 戎智美 黃億婕 李素蘭      

日名泳會 北市同友 中縣四季 基隆晨光      

50 公尺 

蝶式 

51.81 52.61 53.16      40.31 

陳月秀 潘淑娟 背山美貴子       

蘆洲四季 全國四季 日本成人       

100 公尺 

蝶式 

2:09.96 2:22.98       1:47.15 

林  靜 林曼麗        

蘆洲四季 海雁早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3:46.41 3:57.34       3:47.41 

朱一馨 林  靜       第 1名 

蘆洲四季 蘆洲四季       破紀錄 

【女子 60 歲組  60 歲～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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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65 歲組  65 歲～6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2.74 34.11 34.13 38.33 38.89 38.95 40.20 42.51 31.06 

吳錫佶 張燕明 高橋克己 查迎冬 陳太平 星野雅夫 洪仁全 羅烈錡  

大里早泳 中市四季 日名泳會 海雁早泳 蘆洲四季 日名泳會 中縣四季 中壢泳協  

100 公尺 

自由式 

1:17.74 1:19.06 1:25.02 1:31.43 1:32.25 1:35.96 1:42.06 2:05.12 1:10.90 

吳錫佶 高橋克己 謝伸裕 許榮淋 王聰哲 鄭榮坡 陳明輝 詹秋鴻  

大里早泳 日名泳會 北市午泳 台南四季 台南四季 中市四季 三峽泳會 桃市四季  

200 公尺 

自由式 

2:59.81 3:19.21 3:23.25 3:23.55 3:39.22    2:50.72 

蔡永福 李  文 許榮淋 王聰哲 鄭榮坡     

北東水協 高市早游 台南四季 台南四季 中市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6:30.25 6:32.54 7:00.69 7:03.22 7:57.39    6:33.88 

盧進通 蔡永福 鄭立權 李  文 吳本源    第 1,2 名 

中市四季 北東水協 港溪泳協 高市早游 台南四季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45.58 46.55 48.80 51.31 51.66 52.14 56.99 1:02.85 38.77 

洪仁全 陳平德 查迎冬 詹秋鴻 薛進來 陳文池 黃熾勛 蔡文雍  

中縣四季 北市同友 海雁早泳 桃市四季 北市午泳 基隆晨光 新竹四季 竹崎泳會  

100 公尺 

蛙式 

2:03.92 2:12.90       1:28.88 

陳平德 鄭阿乾        

北市同友 竹北早泳        

200 公尺 

蛙式 

4:08.31        3:26.81 

薛進來         

北市午泳         

50 公尺 

仰式 

40.59 44.65 49.27 52.64 54.84 57.52   39.80 

原啟二郎 鄭文森 李金城 蔡榮振 鄭阿乾 羅烈錡    

信州高雄 三重體泳 北投泉源 中縣四季 竹北早泳 中壢泳協    

100 公尺 

仰式 

1:30.86 1:42.43 1:50.57 1:57.96 2:09.23    1:28.52 

原啟二郎 鄭文森 邱炳榮 謝伸裕 吳本源     

信州高雄 三重體泳 永和四季 北市午泳 台南四季     

50 公尺 

蝶式 

57.96 1:11.67       35.06 

蔡榮振 溫福照        

中縣四季 新竹四季        

100 公尺 

蝶式 

1:43.00 2:09.65 2:33.25      1:27.78 

鄭立權 黃宏展 溫福照       

港溪泳協 高勁健身 新竹四季       

200 公尺 

混合式 

3:47.77 4:09.50 4:21.08      3:22.37 

張燕明 李金城 邱炳榮       

中市四季 北投泉源 永和四季       

【男子 65 歲組  65 歲～6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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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65 歲組  65 歲～6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05.10        34.80 

林張美英         

北投泉源         

100 公尺 

自由式 

2:30.61        1:33.91 

林張美英         

北投泉源         

200 公尺 

自由式 

4:03.11        3:18.08 

張阿快         

中縣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8:32.89        7:40.96 

張阿快         

中縣四季         

50 公尺 

蛙式 

50.84 1:07.25 1:16.01 1:19.32     44.21 

酒井惠子 郭美雲 邱麗華 小熊万理      

日名泳會 新竹四季 桃市四季 日本成人      

100 公尺 

蛙式 

1:50.30 2:08.16 2:20.51 2:51.54     1:41.62 

酒井惠子 陳林月英 郭美雲 小熊万理      

日名泳會 彰化三民 新竹四季 日本成人      

200 公尺 

蛙式 

4:44.60 5:38.53       4:07.91 

陳林月英 游素窈        

彰化三民 桃園早泳        

50 公尺 

仰式 

57.52 1:02.00 1:02.34 1:07.76 1:11.79    52.91 

方桂鶯 王陳秀春 李美鳳 張麗美 張月桂     

新竹四季 港溪泳協 崑山早泳 基隆晨光 竹北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2:11.88 2:15.80 2:17.71 2:33.99 2:44.00 2:56.26   1:47.71 

方桂鶯 李美鳳 王陳秀春 邱鍾月雲 張月桂 游素窈    

新竹四季 崑山早泳 港溪泳協 三重體泳 竹北四季 桃園早泳    

50 公尺 

蝶式 

1:00.15 2:08.61       40.16 

陳美卿 邱鍾月雲        

崑山早泳 三重體泳        

100 公尺 

蝶式 

2:56.02        2:02.16 

林美雲         

北投泉源         

200 公尺 

混合式 

4:33.77 5:02.35       3:47.32 

陳美卿 林美雲        

崑山早泳 北投泉源        

【女子 65 歲組  65 歲～6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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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70 歲組  70 歲～7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7.25 37.26 38.50 48.77 57.44    32.60 

陳光明 王進益 郭寬煌 劉昌雄 林  虎     

永和四季 三峽泳會 中市四季 中壢泳協 三民早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1:38.80 1:58.53       1:19.83 

郭寬煌 劉昌雄        

中市四季 中壢泳協        

200 公尺 

自由式 

3:02.31 4:12.02       2:56.73 

黃崇庚 王利成        

桃園早泳 中市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6:48.12 7:54.06 9:12.03      6:53.43 

黃崇庚 林正松 王利成      第 1名 

桃園早泳 鶯歌泳會 中市四季      破紀錄 

50 公尺 

蛙式 

40.69 44.28 48.43 54.48 55.14 1:00.43   39.78 

陳村田 吳重德 王進益 劉德和 李石雄 胡宗明    

中縣四季 台南四季 三峽泳會 竹北早泳 竹崎泳會 崑山早泳    

100 公尺 

蛙式 

1:48.22 1:52.32 2:07.55      1:33.73 

吳通永 林慶輝 劉德和       

基隆晨光 蘆洲四季 竹北早泳       

200 公尺 

蛙式 

3:54.10 4:11.04 4:14.97 5:04.81 5:16.79    3:33.58 

吳通永 李石雄 林慶輝 胡宗明 王峯良     

基隆晨光 竹崎泳會 蘆洲四季 崑山早泳 桃市四季     

50 公尺 

仰式 

45.11 47.78 50.52      41.67 

游武雄 林樹成 周清吉       

三峽泳會 三重體泳 中市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1:57.19 2:03.91       1:33.38 

周清吉 連憲章        

中市四季 三峽泳會        

50 公尺 

蝶式 

46.03 47.08 49.27 53.40     36.11 

林芳雄 原哲也 游武雄 彭隆輝      

斗南四季 個人 三峽泳會 海雁早泳      

100 公尺 

蝶式 

2:04.00 3:32.11       1:33.49 

林芳雄 王峯良        

斗南四季 桃市四季        

200 公尺 

混合式 

3:57.84 4:35.70 4:41.81      3:33.72 

林樹成 彭隆輝 林正松       

三重體泳 海雁早泳 鶯歌泳會       

【男子 70 歲組  70 歲～7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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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70 歲組  70 歲～7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48.52 49.61 53.34 1:00.76     37.76 

二宮章子 
井道直代 

謝林美惠 林金綢      

DORES 日本成人 基隆晨光 海雁早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2:09.77        1:37.71 

謝林美惠         

基隆晨光         

200 公尺 

自由式 

4:53.02        3:55.21 

鄭鳳蓮         

北市午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58.89 1:00.36 1:03.34 1:10.40 1:10.80 1:14.23   55.38 

楊陳和子 陳美津 黃月和 林金綢 
井道直代 

邱保妹    

蘆洲四季 新竹四季 竹東健泳 海雁早泳 日本成人 竹北早泳    

100 公尺 

蛙式 

2:07.64 2:09.93       2:00.73 

楊陳和子 陳美津        

蘆洲四季 新竹四季        

200 公尺 

蛙式 

5:09.61        4:29.92 

黃月和         

竹東健泳         

50 公尺 

仰式 

59.22 1:01.53 1:08.11 1:09.29 1:14.11 1:17.88 1:19.86  52.94 

沈漾漾 若林公子 簡春花 二宮章子 楊裕美 楊陳絹 李曾友妹   

海雁早泳 DORES 基隆晨光 DORES 彰化三民 竹北四季 三峽泳會   

100 公尺 

仰式 

2:25.83 2:27.71 2:38.43 2:51.48     2:01.36 

簡春花 劉桂秋 楊陳絹 李曾友妹      

基隆晨光 三峽泳會 竹北四季 三峽泳會      

50 公尺 

蝶式 

1:04.27 1:17.02 1:19.34      58.93 

鄭鳳蓮 劉桂秋 黃阿花       

北市午泳 三峽泳會 彰化三民       

100 公尺 

蝶式 

3:17.65        2:15.21 

黃阿花         

彰化三民         

200 公尺 

混合式 

4:44.80 6:55.02       4:21.16 

沈漾漾 楊裕美        

海雁早泳 彰化三民        

【女子 70 歲組  70 歲～7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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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75 歲組  75 歲～7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36.75 43.59 50.66 59.38     35.64 

陳博文 陳欽杉 潘金來 李啟賢      

三峽泳會 三峽泳會 高市早游 中市四季      

100 公尺 

自由式 

1:31.15 1:33.00 1:33.34 1:47.07 2:21.98    1:26.15 

黃振華 何澄島 陳茂川 許博明 林恆雄     

全國四季 北市午泳 高市早游 竹崎泳會 自強早泳     

200 公尺 

自由式 

3:22.74 3:32.43 3:54.26 3:56.99 5:29.69    3:13.26 

黃振華 陳茂川 許博明 陳欽杉 林恆雄     

全國四季 高市早游 竹崎泳會 三峽泳會 自強早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46.60 48.57 53.57 53.75 55.31    42.18 

朱石明 鮑明德 潘金來 李啟賢 劉福安     

鳳山泳協 高市早游 高市早游 中市四季 新竹海豚     

100 公尺 

蛙式 

1:50.90 1:53.56       1:32.73 

朱石明 江秋田        

鳳山泳協 中市四季        

200 公尺 

蛙式 

3:54.13 4:06.73 4:57.79      3:34.58 

林啟盛 江秋田 林登發       

高市早游 中市四季 全國四季       

50 公尺 

仰式 

48.26 48.36 51.46 1:11.57 1:14.13    43.56 

莊國雄 謝禎民 馬金統 李昭慶 星野朗     

亞泥泳社 逸光泳社 彰化泳協 台南四季 DORES     

100 公尺 

仰式 

1:42.29 1:57.74 2:02.36 2:03.54 2:19.81 2:42.73   1:40.27 

謝禎民 莊國雄 鮑明德 馬金統 林登發 李昭慶    

逸光泳社 亞泥泳社 高市早游 彰化泳協 全國四季 台南四季    

50 公尺 

蝶式 

        40.98 

         

         

100 公尺 

蝶式 

1:53.52        1:47.14 

何澄島         

北市午泳         

200 公尺 

混合式 

3:51.91        4:03.92 

林啟盛        第 1名 

高市早游        破紀錄 

【男子 75 歲組  75 歲～7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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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75 歲組  75 歲～7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07.39 1:13.06 1:13.41 1:25.91     47.75 

塚田和子 藍陳春香 中澤桂子 翁彩華      

DORES 桃市四季 DORES 新竹四季      

100 公尺 

自由式 

2:19.16 2:44.19       1:32.26 

李秀貞 黃阿秀        

北市午泳 桃市四季        

200 公尺 

自由式 

4:56.95 5:39.16       3:52.01 

李秀貞 黃阿秀        

北市午泳 桃市四季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55.01 1:17.09 1:26.95      1:02.33 

竹田紀子 孫蔡阿敏 王陳淑萱      第 1名 

日本成人 頭城泳會 頭城泳會      破紀錄 

100 公尺 

蛙式 

2:39.08        2:18.35 

張綉微         

羅東泳會         

200 公尺 

蛙式 

5:34.91 5:44.84 7:03.69      4:54.90 

孫蔡阿敏 張綉微 王陳淑萱       

頭城泳會 羅東泳會 頭城泳會       

50 公尺 

仰式 

48.76 1:09.74 1:11.98 1:30.98 1:46.97    53.83 

竹田紀子 紀蘇淑女 周月蔭 斉藤春江 郭美雲    第 1名 

日本成人 基隆晨光 高市早游 DORES 新竹四季    破紀錄 

100 公尺 

仰式 

2:30.11 3:32.68 4:04.88      2:27.55 

周月蔭 斉藤春江 郭美雲       

高市早游 DORES 新竹四季       

50 公尺 

蝶式 

1:17.32        1:35.62 

丸山房枝        第 1名 

DORES        破紀錄 

100 公尺 

蝶式 

2:52.13         

丸山房枝         

DORES         

200 公尺 

混合式 

         

         

         

【女子 75 歲組  75 歲～7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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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80 歲組  80 歲以上】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43.76 44.17 45.89 50.67 54.90    40.97 

林銘超 金井康郎 吳明基 江宗津 張開永     

通苑泳協 日本成人 中市四季 桃市四季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自由式 

1:49.73 4:07.24       1:41.71 

金井康郎 陳進福        

日本成人 桃園早泳        

200 公尺 

自由式 

4:32.57 5:34.64       3:41.20 

江宗津 賈  騫        

桃市四季 桃園早泳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1:05.71 1:36.98       41.89 

飯田俊太郎 陳進福        

日本成人 桃園早泳        

100 公尺 

蛙式 

2:38.05        2:04.59 

飯田俊太郎         

日本成人         

200 公尺 

蛙式 

6:35.83        4:27.98 

張英泉         

竹北早泳         

50 公尺 

仰式 

47.84 59.14 1:01.37 1:05.44 1:05.94 1:33.80   51.50 

彭煊進 朱文樹 陳榮坤 張開永 劉能賢 李萬順   第 1名 

亞泥泳社 基隆晨光 羅東泳會 蘆洲四季 高市早游 全國四季   破紀錄 

100 公尺 

仰式 

1:46.73 2:24.27 2:31.13 2:44.51 3:14.84    1:57.92 

彭煊進 劉能賢 朱文樹 賈  騫 李萬順    第 1名 

亞泥泳社 高市早游 基隆晨光 桃園早泳 全國四季    破紀錄 

50 公尺 

蝶式 

52.65 58.76 1:03.81 1:10.16     42.59 

林銘超 陳漢庭 吳明基 陳榮坤      

通苑泳協 中縣四季 中市四季 羅東泳會      

100 公尺 

蝶式 

        2:38.98 

         

         

200 公尺 

混合式 

5:38.12        4:26.00 

陳漢庭         

中縣四季         

【男子 80 歲組  8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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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80 歲組  80 歲以上】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42.20        1:02.33 

陳瑞雲         

三重體泳         

100 公尺 

自由式 

         

         

         

200 公尺 

自由式 

5:04.40 5:48.46       4:36.82 

植田照子 坪井イシ        

DORES DORES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1:57.05        1:03.52 

橋本恭子         

DORES         

100 公尺 

蛙式 

4:25.04        2:52.21 

橋本恭子         

DORES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1:34.29        1:24.20 

袁信子         

新竹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2:56.42 3:14.93       2:33.80 

坪井イシ 袁信子        

DORES 新竹四季        

50 公尺 

蝶式 

2:48.94        1:29.38 

曾蔡碧玉         

彰化三民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5:52.40        7:02.79 

植田照子        第 1名 

DORES        破紀錄 

【女子 80 歲組  8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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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85 歲組  85 歲～8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21.53        43.98 

鄭瑞潔         

北投泉源         

100 公尺 

自由式 

2:19.28        1:49.52 

郎志堅         

中市四季         

200 公尺 

自由式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57.02 

         

         

100 公尺 

蛙式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59.59 1:22.95       53.93 

郎志堅 鄭瑞潔        

中市四季 北投泉源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男子 85 歲組  85 歲～8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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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女子 85 歲組  85 歲～89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19.89        1:08.77 

小宮山玉子         

日本成人         

100 公尺 

自由式 

3:08.45         

小宮山玉子         

日本成人         

200 公尺 

自由式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100 公尺 

蛙式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1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女子 85 歲組  85 歲～8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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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 90 歲組  90 歲～94 歲】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50 公尺 

自由式 

         

         

         

100 公尺 

自由式 

         

         

         

200 公尺 

自由式 

         

         

         

400 公尺 

自由式 

         

         

         

50 公尺 

蛙式 

1:10.75         

李清標         

蘆洲四季         

100 公尺 

蛙式 

2:33.51         

李清標         

蘆洲四季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仰式 

1:36.06        1:06.20 

史悠傳         

台南四季         

100 公尺 

仰式 

3:28.93         

史悠傳         

台南四季         

50 公尺 

蝶式 

         

         

         

100 公尺 

蝶式 

         

         

         

200 公尺 

混合式 

         

         

         

【男子 90 歲組  90 歲～9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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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 會長、總幹事  50 公尺自由式 】 

項   目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大會紀錄 

男子 

會長 

壯年組 

29.67 32.58 38.19 44.56 46.75     

陳鐸震 沈政勳 呂聰堯 胡智凱 邱志成     

工研神泳 斗南四季 通苑泳協 北泳健協 員林四季     

女子 

會長 

壯年組 

         

         

         

男子 

會長 

長青組 

33.39 34.06 34.34 34.88 35.54 36.18 37.04 37.89  

坂敏之 吳家煌 高橋克己 杜宏祥 黃榮華 黃崇庚 蘇游常焜 林品富  

日本成人 自強早泳 日名泳會 逢甲少泳 逢甲少泳 桃園早泳 北市午泳 彰化三民  

女子 

會長 

長青組 

47.24 48.27 50.20 55.71 55.84 56.26 1:04.13 1:04.26  

何秋菊 酒井惠子 新美たつ代 朱麗蓉 何家誼 李美瑛 楊裕美 陳麗雅  

中縣四季 日名泳會 日名泳會 逸光泳社 員林四季 鶯歌泳會 彰化三民 中市四季  

男子 

總幹事 

壯年組 

37.41 40.05 41.99 43.68 47.08 50.66    

楊哲昌 張智倫 邱垂泓 陳勝雄 張李佳 甯清祥    

蘆洲四季 港溪泳協 工研神泳 斗南四季 三峽泳會 八德早泳    

女子 

總幹事 

壯年組 

1:30.08         

吳美玲         

北投泉源         

男子 

總幹事 

長青組 

28.41 32.90 33.66 35.51 38.75 40.82 41.20 42.41  

飯田彰 倪盛琅 吳日華 楊明雄 鄭立權 林先維 蔡榮振 汪清源  

日名泳會 統一早泳 逸光泳社 竹北早泳 港溪泳協 中壢四季 中縣四季 港溪泳協  

女子 

總幹事 

長青組 

43.18 44.48 45.23 46.04 50.72 56.64 57.36 57.37  

陳月秀 羅貴葉 張秋雲 大島秀子 伍美琪 邱秀麗 李淑玲 張麗美  

蘆洲四季 中縣四季 港溪泳協 日名泳會 北市午泳 竹東健泳 新竹四季 基隆晨光  

【 會長、總幹事  50 公尺自由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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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成績表 

【男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1/2) 

歲  級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備註 

80 歲級 

1:49.38 1:51.48 1:57.44 2:03.17      

郭啟源 劉家齊 林鼎焜 蕭煜安      

李彥儒 賴奕翰 周  洵 蕭任鈞      

何  祺 游偉明 陳建仲 陳亭駱      

黃耀民 陳耘智 黃信維 何冠輝      

逢甲少泳 臺北大學 逢甲多游 明新科大      

100 歲級 

1:58.44 2:10.94        

林義翰 胡醒華        

林建中 王冠傑        

林志陽 吳嘉祥        

尤信尊 蕭介文        

逢甲少泳 世紀王者        

120 歲級 

1:59.79 2:00.18 2:02.33 2:03.12 2:13.78 2:13.98 2:15.32 3:10.32  

陳鐸震 李長根 郭名洲 RossJacobs 林仙火 黃敬仰 蔡欣軒 周正宗  

張舜翔 黃宇民 張家偉 蔡尚廷 葉柏劭 張鈞晃 劉家權 陳卓凡  

丁三宇 楊潮文 柯宗宏 張家銘 楊哲昌 蔡明儒 張振概 崔仁豪  

林展生 許聖暉 杜永學 鍾承翰 白安凱 鄭宇成 黃東德 張逸傑  

工研神泳 逸光泳社 逢甲少泳 高勁健身 蘆洲四季 自強早泳 三峽泳會 四海游蛇  

160 歲級 

1:57.71 2:09.14 2:09.94 2:20.36 2:22.84 2:23.30    

陳銘得 林炯霖 楊垂堂 陳善倫 鍾汶澄 陳世杰    

吳政憲 張勝明 楊啟智 葉昌濬 彭維銘 邱煥科    

歐陽士煌 劉良賢 郭宗興 山本佑司 吳日華 宋庭禎    

陳冠瑋 韓立翔 林金玄 陳于忠 王永華 岳俊豪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蘆洲逍遙 波濤兇泳 逸光泳社 工研神泳    

200 歲級 

1:58.46 2:00.07 2:01.86 2:13.64 2:21.86 2:24.07 2:39.85   

鄭  淮 杜宏祥 黃國峰 卓明德 馮輝慶 林正松 李永仁   

謝國成 呂仁理 李魁羣 李志成 宋發全 蔡名傑 胡長霖   

王明淵 周哲民 黃武雄 查迎冬 徐朝斌 林俊賢 邱垂泓   

鄭國輝 張華德 黃順鉅 張川基 徐紹鈐 邱收挺 田慶金   

蘆洲逍遙 逢甲少泳 蘆洲四季 海雁早泳 中壢泳協 鶯歌泳會 工研神泳   

【男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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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2/2) 

歲  級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備註 

240 歲級 

2:09.91 2:17.98 2:18.08 2:37.38 2:43.43 2:48.89 2:49.37   

林文國 何澄島 星野雅夫 陳光明 謝禎民 陳聰慶 朱文樹   

趙玉麟 謝伸裕 高橋克己 邱炳榮 張添祿 李義雄 吳通永   

賴聰耀 蘇游常焜 西脇巧 黃榮琦 徐龍全 林  虎 王漢章   

陳博文 胡浩洋 飯田彰 鄭瑞峰 戴局聯 徐善林 郭偉德   

三峽泳會 北市午泳 日名泳會 永和四季 逸光泳社 三民早泳 基隆晨光   

280 歲級 

2:35.94 2:39.28 2:51.00 2:53.06 3:06.74     

鮑明德 吳明基 陳明輝 陳漢庭 李展發     

陳茂川 吳明桂 游武雄 陳村田 李清標     

林啟盛 郭寬煌 王進益 洪仁全 張開永     

李  文 張燕明 陳欽杉 蔡榮振 簡春溢     

高市早游 中市四季 三峽泳會 中縣四季 蘆洲四季     

【男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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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1/2) 

歲  級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備註 

80 歲級 

2:30.52         

李盈盈         

許易晴         

林慈恩         

范瓏蓉         

逢甲少泳         

100 歲級 

2:41.78         

駱郁如         

鄭新珮         

黃馨儀         

謝昕芸         

逢甲少泳         

120 歲級 

2:30.73 2:31.48 2:51.68       

洪婷婷 莊雪冰 王介蓉       

吳禹函 湯學莉 李淑玲       

陳淑慧 林雅雯 陳蕙怡       

李子芳 吳思姵 翁倩玉       

工研神泳 逢甲少泳 逸光泳社       

160 歲級 

2:30.53 3:05.52        

朱一馨 陳麗真        

張  愛 凡瑪莎        

蔡明珊 趙曉萍        

魏  兒 羅玉君        

蘆洲四季 逢甲少泳        

200 歲級 

2:43.82 2:54.73 3:07.72 3:09.97 3:38.76 3:43.91    

李美瑛 沈漾漾 井道直代 陳林月英 馬子娟 簡春花    

王小雯 張良妃 背山美貴子 劉素娥 朱錦香 李素蘭    

鄭雅蘭 劉菊美 川崎高子 吳麗玉 彭秀媚 蔡麗華    

陳鈺玲 毛嘉玲 佐々木真理子 陳雅雯 朱麗蓉 蕭育如    

鶯歌泳會 海雁早泳 日本成人 彰化三民 逸光泳社 基隆晨光    

【女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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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2/2) 

歲  級 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 第 ４ 名 第 ５ 名 第 ６ 名 第 ７ 名 第 ８ 名 備註 

240 歲級 

3:04.63 3:06.74 3:10.46 3:31.71 3:35.66 3:43.43    

陳月秀 謝林美惠 張阿快 劉桂秋 林金綢 鄭鳳蓮    

林  靜 翁梅華 何秋菊 鄭素霞 張  換 賴姿廷    

黃王嫺 白秀琴 黃億婕 黃素滿 張瓊文 廖素花    

陳招美 江淑薰 羅貴葉 李梅貞 林曼麗 伍美琪    

蘆洲四季 基隆晨光 中縣四季 三峽泳會 海雁早泳 北市午泳    

280 歲級 

3:20.76         

植田照子         

丸山房枝         

二宮章子         

新堀久美子         

DORES         

【女子團體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