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項目 單位 姓名 成績 備註

小低男 200混 上等少泳	 蔡尚袀	 03:44.51	

小中男 200混 台南YMCA公園游泳隊	 林郁翔	 03:01.97	

小高女 200混 臺南市永信國小	 陳宇安	 02:41.13	

小高男 200混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02:35.99	

幼兒女 50自 簡美玉游泳教室	 蕭佩宸	 00:49.78	

幼兒男 50自 簡美玉游泳教室	 吳奕澄 00:46.31	

小低男 100自 鯊魚少泳	 林育丞	 01:24.55	

小中女 100自 台南市游泳訓練中心	 法奧妮‧祿璞崚岸	 01:15.57	

小中男 100自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王家樂	 01:11.68	

小高女 100自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李姵萱	 01:03.68	

幼男 25捷泳打水 YOYO少泳隊	 陳宥先	 00:26.93	

幼女 25蝶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蘇浿穎	 00:32.48	 創大會紀錄

幼男 25蝶 簡美玉游泳教室	 吳珉佐	 00:31.18	 創大會紀錄

小低男 50蝶 鯊魚少泳	 林育丞	 00:39.45	

小高女 50蝶 臺南市永信國小	 陳宇安	 00:33.53	

小高男 50蝶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00:31.90	

幼女 200混接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蘇浿穎 廖思詠 何康婗 黃彤羽 05:18.55	

小低男 200混接 鯊魚少泳	 李佳昇 黃樂宇 林育丞 卓泓維 03:04.01	

小高女 200混接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李姵萱 杜沛芸 施友甯 洪渝姗 02:23.37	

幼女 50蛙 簡美玉游泳教室	 蕭佩宸	 01:05.01	

幼男 50蛙 簡美玉游泳教室	 吳奕澄	 00:58.34	

小低女 100蛙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余如嘉	 02:00.15	

小低男 100蛙 南大附中培訓隊	 王梓睿	 01:51.25	



小中女 100蛙 臺南市永信國小	 丁若恆	 01:39.37	

小高女 100蛙 泳心一路	 趙苡彤	 01:22.51	

幼女 25仰 鯨魚家族	 楊沛霓	 00:29.75	 創大會紀錄

幼男 25仰 小學生泳隊	 吳柏緯	 00:31.71	 創大會紀錄

小低男 50仰 鯊魚少泳	 李佳昇	 00:45.78	

小中女 50仰 台南市游泳訓練中心	 法奧妮‧祿璞崚岸	 00:38.12	

小高女 50仰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李姵萱	 00:33.43	

幼女 200自接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黃彤羽 廖思詠 蘇浿穎 何康婗 04:37.36	

小低男 200自接 鯊魚少泳	 李佳昇 卓泓維 黃樂宇 林育丞 02:48.59	

小高女 200自接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洪渝姗 杜沛芸 施友甯 李姵萱 02:10.44	

小高男 200自接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劉昱成 林定宏 蔡承達 02:05.97	

小高男 50自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00:30.01 200自接中途計時

小低女 100混 上等少泳	 蕭禾芯	 01:54.31	

小中女 100混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	 曹筑茵	 01:23.21	

小高女 100混 臺南市永信國小	 陳宇安	 01:15.38	

小高男 100混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01:13.64	

幼女 25蛙浮板踢腳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廖思詠	 01:02.57 創大會紀錄

幼男 50蝶 簡美玉游泳教室	 吳奕澄	 00:52.00	

小低男 100蝶 鯊魚少泳	 林育丞	 01:31.27	

小中男 100蝶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王家樂	 01:21.59	

小高女 100蝶 台南市南區喜樹國小	 許亞鈴	 01:14.26	

小低女 50蛙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余如嘉	 00:54.55	

小中女 50蛙 臺南市永信國小	 丁若恆	 00:45.76	

小高女 50蛙 泳心一路	 趙苡彤	 00:38.72	



小高男 50蛙 台南市紅瓦厝國小培訓隊	 吳祐嘉	 00:38.75	

幼女 50仰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何康婗	 00:58.69	

小低男 100仰 鯊魚少泳	 李佳昇	 01:35.75	

小中女 100仰 台南市游泳訓練中心	 法奧妮‧祿璞崚岸	 01:22.16	

小高女 100仰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李姵萱	 01:10.24	

幼女 25自 台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蘇浿穎	 00:25.60	

小中女 50自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	 曹筑茵	 00:33.29	

小高女 50自 東區復興國小	 吳苡安	 00:29.62	

小低 男女200混接 鯊魚少泳	 李佳昇 江家妤 林育丞 江品萱 03:27.32	

小高 男女200混接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林定宏 施友甯 李姵萱 02:19.58	

小高男 50仰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戴翊安 00:32.89

小高 男女200自接 台南市新興國中培訓	 李姵萱 蔡承達 洪渝姗 戴翊安 02: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