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全國自由潛水錦標賽成績總表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三、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自由潛水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新北市水中運動協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五、賽事日期：109年 10月 17-18日（星期六、日）。 

六、賽事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游泳池 (106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 155  

               巷 57號)。 

七、核備文號：109年 9月 3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90029470號。 

 

 

 

  



第 001項：公開男子組靜態屏氣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崇恩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04:57.00 白牌 

2 陳聖文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03:19.56 白牌 

3 蔡承哲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02:48.50 白牌 

4 蘇立丞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02:37.32 白牌 

5 林彥旻 太平洋潛水會 01:20.00 白牌 

 
林中暉 TONY教練隊  違規，紅牌 

 
陳韋翰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第 002項：公開女子組靜態屏氣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家瑄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04:38.00 白牌 

2 廖妤韶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04:09.06 白牌 

 
林郁庭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第 003項：公開男子組動態平潛無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崇恩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88.40公尺 白牌 

2 蘇立丞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67.50公尺 白牌 

3 許愷丞 三峽長隆泳訓 65.00公尺 白牌 

4 蔡承哲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56.30公尺 白牌 

 
林彥旻 太平洋潛水會  違規，紅牌 

 陳韋翰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林中暉 TONY教練隊  不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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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4項：公開女子組動態平潛無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何蕙心 太平洋潛水會 90.05公尺 白牌 

2 楊証惠 太平洋潛水會 82.00公尺 白牌 

3 蔡明辰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44.90公尺 白牌 

 

第 005項：公開男子組 8×50 公尺耐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蘇立丞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11:44.89 白牌 

2 許宗富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14:31.65 白牌 

3 秦至宏 三峽長隆泳訓 15:56.10 白牌 

4 林中暉 TONY教練隊  不計名 

5 張松桂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第 006項：公開女子組 8×50 公尺耐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証惠 太平洋潛水會 11:59.02 白牌 

2 廖妤韶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14:13.68 白牌 

3 張家瑄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17:37.63 白牌 

 

 

第 007項：公開男子組動態平潛雙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崇恩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107.00 公尺 白牌 

2 蔡承哲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75.30公尺 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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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7項：公開男子組動態平潛雙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趙元 太平洋潛水會 68.4公尺 白牌 

 
林煒翔 三峽長隆泳訓  違規，紅牌 

 
陳聖文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違規，紅牌 

 張智詠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違規，紅牌 

 陳韋翰 太平洋潛水會  違規，紅牌 

 林恩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第 008項：公開女子組動態平潛雙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何蕙心 太平洋潛水會 97公尺 白牌 

2 張家瑄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72.1公尺 白牌 

3 蔡明辰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56.3公尺 白牌 

4 林郁庭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第 009項：公開男子組 16×50 公尺耐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愷丞 三峽長隆泳訓 27:04.49 白牌 

2 蘇立丞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27:48.17 白牌 

3 許宗富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34:02.55 白牌 

4 林恩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5 張松桂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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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1項：公開男子組動態平潛單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宋品汎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104.10公尺 白牌 

 

第 012項：公開女子組動態平潛單蹼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何蕙心 太平洋潛水會 100.00公尺 白牌 

 

第 013項：公開男子組 2×50 公尺競速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崇恩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1:35.44 白牌 

2 張松桂 太平洋潛水會 2:34.35 白牌 

3 宋品汎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2:35.14 白牌 

4 趙元 太平洋潛水會 2:59.89 白牌 

 
林煒翔 三峽長隆泳訓  不計名 

 陳聖文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不計名 

 

第 014項：公開女子組 2×50 公尺競速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証惠 太平洋潛水會 1:19.38 白牌 

2 廖妤韶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1:52.25 白牌 

3 蔡明辰 O.K.V.S海洋功夫自由潛水 3:04.79 白牌 

4 林郁庭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5 馬思嘉 太平洋潛水會  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