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項目 單位 姓名 成績

幼兒女 25捷打水 鋼鐵泳訓 林品岑 00:24.97 

幼兒女 200混接 鋼鐵泳訓 
黃筱喬 方芮

婕 林品岑

羅可玹

04:35.24 

幼兒女 25仰 鋼鐵泳訓 黃筱喬 00:27.60 

幼兒女 200自接 鋼鐵泳訓 
黃筱喬 林品

岑 方芮婕

羅可玹

03:54.49 

幼兒女  25蛙打水 大蘋果 林滋萱 00:40.07

幼兒女  25蛙 台中市池冠泳隊 簡于媗 00:30.59

幼兒女 25自 台中市池冠泳隊 簡于媗 00:21.83

幼兒男 25捷打水 台南府城游泳學院 許哲二 00:26.04 

幼兒男 25蝶 長榮女中少泳隊 林亭翰 00:26.06 

幼兒男 200混接 簡美玉游泳教室 
劉宥廷 曹博

元 吳珉佐

鄭恩崴

04:44.93 

幼兒男 25仰 長榮女中少泳隊 林亭翰 00:25.78 

幼兒男 200自接 簡美玉游泳教室 
曹博元 鄭恩

崴 劉宥廷

吳珉佐

04:16.81 

幼兒男 50蝶 台中市池冠泳隊 蘇柏郡 00:45.90

幼兒男  25蛙 台中市池冠泳隊 蘇柏郡 00:26.07

幼兒男 25自 台中市池冠泳隊 蘇柏郡 00:19.89

小低女 50蝶 步達游泳俱樂部 余如嘉 00:45.18 

小低女 100蛙 步達游泳俱樂部 余如嘉 01:45.08 

小低女 100混 台中市池冠泳隊 廖子晴 01:42.66

小低女 100蝶 台中市池冠泳隊 廖子晴 01:38.62

小低女 50蛙 步達游泳俱樂部 余如嘉 00:47.89

小低女 100仰 台中市池冠泳隊 許仟妮 01:44.99

小低女 50自 伊藤萬永康代表隊  柯敏佳 00:40.49

小低男 100自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張鈞傑 01:27.67 

小低男 100蛙 新市國小 楊和祐 01:47.09 

小低男 50仰 博愛國小 卓東億 00:45.11 

小低男 100混 台中市池冠泳隊 彭浩晨 01:27.11

小低男 100蝶 台中市池冠泳隊 彭浩晨 01:23.18

小低男 50自 台中市池冠泳隊 彭浩晨 00:35.79

小低男女 200自接 台中市池冠泳隊
蘇柏碩 廖子

晴 許仟妮

彭浩晨

02:39.82

小低男女 200混接 台中市池冠泳隊
廖子晴 許仟

妮 彭浩晨

蘇柏碩

02:55.71



小中女 200混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丁若恆 02:55.05 

小中女 100自 後甲國中游泳基層訓練站 
法奧妮‧祿

璞崚岸
01:07.76 

小中女 50蝶 上等少泳 張蔓妮 00:32.31 

小中女 200混接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柯妤惠 丁若

恆 蘇芯郁

林宣芸

02:45.19 

小中女 100蛙 台中市池冠泳隊 林子芸 01:28.48 

小中女 200自接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林宣芸 柯妤

惠 蘇芯郁

丁若恆

02:26.04 

小中女 100混 後甲國中游泳基層訓練站
法奧妮‧祿

璞崚岸
01:18.19

小中女 100蝶 台中市池冠泳隊 林子芸 01:17.35

小中女 50蛙 台中市池冠泳隊 林子芸 00:42.09 

小中女 50自 後甲國中游泳基層訓練站
法奧妮‧祿

璞崚岸
00:30.85

小中男 200混 台南YMCA公園游泳隊 王昱宸 02:55.96 

小中男 100自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郭奕辰 01:11.05 

小中男 100蛙 台南YMCA公園游泳隊 王昱宸 01:31.12 

小中男 50蛙 上等少泳 李昀澈 00:43.04

小高女 200混 台南步達泳訓 許亞鈴 02:39.08 

小高女 100自 台南步達泳訓 洪渝姗 01:03.56 

小高女 200混接 台南步達泳訓 
杜沛芸 許亞

鈴 施友甯

洪渝姗

02:19.90 

小高女 200自 台南步達泳訓 杜沛芸 02:23.29 

小高女 100蛙 台南步達泳訓 許亞鈴 01:22.07 

小高女 200自接 台南步達泳訓 
許亞鈴 施友

甯 杜沛芸

洪渝姗

02:07.82 

小高女 100蝶 台南步達泳訓 洪渝姗 01:12.50 

小高女 50蛙 台南步達泳訓 許亞鈴 00:38.45

小高男 200自 台南步達泳訓 蔡承達 02:22.10 

小高男 100混 台北萬華YMCA 吳定謙 01:10.09

小高男 100蝶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陳顗仲 01:13.39

小高男 50蛙 台北萬華YMCA 吳定謙 00:36.47

小高男 100仰 台北萬華YMCA 吳定謙 01:07.70

小高男女 200自接 台南步達泳訓
蔡承達 王家
樂 許亞鈴

02:03.32

小高男女 200混接 台南步達泳訓
蔡承達 許亞

鈴 王家樂

洪渝姗

02:17.02



國女 200混 台南步達泳訓 戴伊晨 02:30.27 

國女 100自 台南步達泳訓 李姵萱 01:02.13 

國女 100蛙 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高翊禎 01:16.49 

國女 50仰 台南步達泳訓 李姵萱 00:31.90 

國女 100混 台南步達泳訓 戴伊晨 01:09.88

國女 50蛙 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高翊禎 00:35.50

國女 100仰 台南步達泳訓 戴伊晨 01:06.63

國女 50自 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蕭宇芝 00:28.95

國女 50仰 台南步達泳訓 戴伊晨 00:30.88

國男 200混 臺南市永康國中 胡紳宏 02:17.16 

國男 100自 臺南市永康國中 王昱翔 00:53.73 

國男 50蝶 臺南市永康國中 王昱翔 00:27.59 

國男 200混接 臺南市永康國中 
王昱翔 楊博

維 胡紳宏

洪文傑

01:58.88 

國男 200自 臺南市永康國中 胡紳宏 02:03.00 

國男 100蛙 臺南市永康國中 楊博維 01:10.77 

國男 200自接 臺南市永康國中 
胡紳宏 楊博

維 林睿成

洪文傑

01:49.71 

國男 100混 台南步達泳訓 李孟炫 01:05.63

國男 50蛙 台南步達泳訓 李孟炫 00:33.78

國男 50仰 臺南市永康國中 王昱翔 00:28.74

國男女 200自接 台南步達泳訓
李孟炫 李姵

萱 戴伊晨

許勝佑

01:52.50

第一名 第二名
幼兒女 鋼鐵泳訓 簡美玉游泳教室 

幼兒男 簡美玉游泳教室 台中市池冠泳隊

小低女 台中市池冠泳隊 無限健身游泳隊

小低男 台中市池冠泳隊 長榮女中少泳隊 

小中女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後甲國中基層訓練站 

小中男 鯊魚少泳 上等少泳 

小高女 台南步達泳訓 臺南市進學國小 

小高男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台南步達泳訓 

國中女 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台南步達泳訓 

國中男 臺南市永康國中 台南步達泳訓 

台南YMCA公園游泳隊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永信&永康國小聯隊 

崇明國小 

台南市復興國民中學 

台南市復興國民中學 

108臺南市短水道分級游泳錦標賽

第三名
台中市池冠泳隊

長榮女中少泳隊 

伊藤萬永康代表隊 

鯊魚少泳 

台中市池冠泳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