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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九屆)全國救難人員暨青少年救生競賽規程 

壹、宗旨： 

為推展開放性水域救生技術、熟諳器材救援，增進相關團隊互動，以提升水域安全

及有效完成救援任務，確保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為宗旨。 

貳、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叁、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肆、承辦單位：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本會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伍、協辦單位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發展協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USR海岸

創生鑽石魚鄉計畫、高雄市四維國小。 

陸、邀請參賽單位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中、南、東部分署、交通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處、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中華民國水上救

生協會、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海浪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海爆協會、台灣慧

行志工游泳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水域訓練檢定協會、中華民國海上救生協會、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消防局、各直轄市及縣市義消總隊、各縣市水中運動協會、各縣市民間救難

團體、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國立屏東大學、義守大學、高雄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高苑科

技大學、夏都沙灘酒店、高雄市四維國小。 

柒、比賽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1-12日（星期六、日）。 

捌、比賽場地： 

高雄市永安區漁會(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新興路 27-2號)北側-鑽石灣沙灘。 

玖、隊伍組成 

每隊至少 2人。 

拾、比賽項目： 

  ※國小組：具備國小生資格，各隊參加人數不限。 

一、400公尺沙灘賽跑(個人賽)  

二、沙灘奪旗(個人賽) 

三、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個人賽) 

四、先鋒舟競速(個人賽) 

  ※國高中組：具備國高生資格（如遭抗議時，能提出國高中學生證明）。 

一、400公尺沙灘賽跑(個人賽) 

二、沙灘奪旗(個人賽) 

三、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個人賽) 

四、先鋒舟競速(個人賽) 

五、拋繩袋救援(2人一組，團體賽) 

六、救生浮標救援(2人一組，團體賽) 

  ※大專社會組： 

一、400公尺沙灘賽跑(個人賽)  

二、拋繩袋救援(2人一組，團體賽) 

三、沙灘奪旗(個人賽) 

四、協力救生(4人一組，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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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個人賽) 

六、先鋒舟競速(個人賽) 

七、救生浮標救援(2人一組，團體賽) 

八、救生板競速(個人賽) 

 

拾壹、參加資格：不得跨組組隊參賽。 

  ※國小組：具備國小生資格。 

  ※國高中組：具備國高生資格（如遭抗議時，能提出國高中學生證明）。 

  ※大專社會組：年滿 18歲以上之國民均可報名參加 

 

 

拾貳、報名辦法： 

一、即日起至 111年 6月 3日止，一律採用網路報名，報名流程如下： 

1、 報名網址為 http://sport.nowforyou.com/cmas2/，已註冊過之隊伍(團體)或選手，

請勿重複註冊，若資料有異動，請上網登錄帳號密碼後修改資料，選手有更新的照

片也請上傳。未參加過本會舉辦之比賽(未在本系統註冊過之隊伍(團體)及選手)，

請先至相同網站下載「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選手教練註冊登記辦法」參閱，並完

成註冊手續。 

2、 註冊手續完備者，在本系統中點選『報名』，下拉選項選擇【111年(第九屆)全國

救難人員救生競賽】，登錄泳隊(團體)編號及密碼，通過認證後，按照報名流程完

成報名手續，倘有報名團體項目，請於完成報名前 。 

3、 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4、 國高中組及大專社會組：個人項目每隊限報名 2人參賽，團體項目每隊限報 1組參

賽，報名人數須符合最少參賽人數，如救生浮標救援每隊需 2人參賽；協力救生每

隊需 4人參賽；各單位可組隊數不限，但需註明隊名，如海豚 A隊、海豚 B隊隊

等…；國小組：個人項目每隊報名人數不限。 

5、 團體項目之選手名單，皆須於報名時設定完成。 

二、本次比賽限 50隊參加，報名額滿即不再受理報名，並立即截止。 

拾參、參加費用： 

一、推廣期間符合本辦法第拾壹項參加資格條件者、且為第陸項邀請單位所屬隊伍皆免費。 

二、未符合上述條件者，每人報名費用新台幣 300元(費用含保險 300萬元，及午餐一份)。

報名 10人以上，報名費最高 3000元。 

三、完成報名手續後，如因重大事故，經裁判長同意，所繳費用扣除行政作業相關費用後，

退還餘款。 

拾肆、競賽辦法： 

各項競賽規則詳如附件；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審判(技術)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

決。 

拾伍、競賽器材： 

一、大會提供：救生浮標、救生板、救生繩、先鋒舟、奪旗等器材。 

二、個人準備：橡膠或塑膠材質蛙鞋（不可使用玻璃纖維或碳纖維材質）、個人泳衣褲、

泳鏡、防曬、禦寒。 

拾陸、獎勵辦法： 

團體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一座、及各組（國小組、國高中組、大專社會組）團體積分

獎金國小組、國高中組(冠軍：伍仟元、亞軍：參千元、季軍：壹仟元)、大專社會組(冠

軍：壹萬元、亞軍：伍仟元、季軍：參仟元)。各項比賽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獎牌及

獎狀；四至八名頒發獎狀。 

拾柒、選手須知：(所有選手除須遵守大會各項規程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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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比賽時間均依秩序冊之時程進行（現場不廣播），選手需準時於各項比賽前 15 分

鐘報到檢錄，由工作人員引導至競賽場所；若遇特殊情況，得由大會裁判長裁定，經

由大會報告，得提前、延後或部份取消。 

二、選手經裁判員檢錄二次以上未到者，取消比賽資格。 

三、各項比賽選手皆須依大會競賽組編排之組別、道次(順序)出賽。 

四、選手須攜帶個人之身分證、學生證及救生員證，以備查驗。 

五、頒獎時，接受頒獎者需穿著代表隊服裝。 

六、若有爭議，均以審判(技術)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七、如有其他規定，得於賽前領隊會議時提出補充規定之。 

八、本會得併組舉行賽事，成績分開採計。 

拾捌、團體積分計算方式： 

      第 1 名 9 分；第 2 名 7 分；第 3 名 6 分；第 4 名 5 分；第 5 名 4 分；第 6 名 3 分； 

      第 7 名 2 分；第 8 名 1 分。 

      二人(含)以上救援賽之項目，所得積分加倍(乘以 2)計算，累計積分得分最高單位為優  

      勝。(如有兩個單位以上累計積分相同，則以各單位獲得第一名數較多者為優勝。如第

一名數量相同時，則以所獲第二名數多寡決定之)，餘此類推，如至第八名均相同時，

則名次並列。 

拾玖、保 險：競賽期間會場內人員，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

法」第 6條規定投保，保險額度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 

貳拾、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請務必遵守下列宣導事項： 

     (一)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勤用肥皂洗手或可攜帶酒精消毒乾洗手。 

     (二)敬請各位選手、教練及隊職員務必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若有呼吸急促、發燒、咳

嗽、膿痰及額溫≧37.5 度、耳溫≧38 度，禁止參賽並請盡快就醫。 

     (三)如賽前 14天內有出國紀錄者，勿前往賽場。 

     (四)參賽人員請配戴口罩，並於進入會場時使用酒精消毒，注意咳嗽禮節及勤洗手。             

     (五)未盡事宜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消息辦理。 

貳拾壹、為強化體育競賽及活動性騷擾防治作為，本會設有性騷擾申訴管道： 

申訴電話:(07)617-1126  

申訴傳真:(07)619-4895  

電子郵件信箱:ctuf006@gmail.com 

貳拾貳、本案業經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5月 16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10018398號函同意

備查。 

貳拾參、本實施計畫書若有未盡事宜，得經主辦單位修改訂正實施之。 

 

 

 

成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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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程序表 

 

日期 預計時間 項次 活動進度 
隊伍

人數 
備考 

6月 11日 

(六) 

08:30-12:00  場地佈置  高雄市永安區漁會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

里新興路 27-2號)北

側-鑽石灣沙灘。 
13:30-17:00  團體練習時間  

6月 12日 

(日) 

7:45-8:00  隊伍報到   

8:00-8:15  領隊/裁判會議   

8:15-8:30  開始檢錄   

8:30-8:50 001 大專社會組 400M沙灘賽跑 22 (計時決賽) 

 002 國高中組 400M沙灘賽跑 19 (計時決賽) 

 003 國小組 400M沙灘賽跑 61 (計時決賽) 

8:50-9:15 004 大專社會組拋繩袋救援(2人) 14 (計時決賽) 

 005 國高中組拋繩袋救援(2人) 4 (計時決賽) 

9:15-9:40 006 大專社會組沙灘奪旗 28 (淘汰賽) 

 007 國高中組沙灘奪旗 19 (淘汰賽) 

 008 國小組沙灘奪旗 58 (淘汰賽) 

9:40-10:00 009 大專社會組協力救生(4人) 7 (計時決賽) 

10:00-10:15  
※全員開幕典禮※ 

頒獎 
 全員參加典禮 

10:15-10:45 010 大專社會組 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20 (計時決賽) 

 011 國高中組 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19 (計時決賽) 

 012 國小組 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58 (計時決賽) 

10:45-11:15 013 大專社會組先鋒舟競速 20 (計時決賽) 

 014 國高中組先鋒舟競速 20 (計時決賽) 

 015 國小組先鋒舟競速 58 (計時決賽) 

11:15-11:45 016 大專社會組救生浮標救援(2人) 8 (計時決賽) 

 017 國高中組救生浮標救援(2人) 4 (計時決賽) 

11:45  頒獎   

11:50-12:30  午餐 

12:45-13:00  開始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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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30 018 大專社會組救生板競速 20 (計時決賽) 

13:45-14:15 
 

 

閉幕典禮 

頒獎 
  

14:15  收拾器材及環境整理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程序表裁判長可依實際名情況調整賽程(比賽順序為大專社會組、國高中組、

國小組，本會得併組舉行賽事，成績分開採計)。 

 二、 請各選手辦理報到檢錄事宜，參加開幕典禮、閉幕典禮時穿著整齊隊服，並依大會

指示進行。 

 四、 各隊得攜帶隊旗，於活動期間掛於司令台/貴賓區二側或指定區域，參加開幕、閉幕

典禮時得隨隊攜帶及展示。 

 五、 自行準備個人競賽泳具、蛙鞋(市售蛙鞋，不得使用玻璃纖維材質或碳纖維材質蛙鞋

出賽)。 

 六、 請所有人員注意公共安全、個人安全、隨身物品及公物，保持活動場地衛生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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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職員 
榮 譽 會 長 ： 林騰蛟 

榮 譽 副 會 長 ： 林哲宏 洪志昌 林鴻道 張朝國 

大 會 會 長 ： 陳其邁 

大 會 副 會 長 ： 呂忠仁 侯尊堯 

顧 問 ： 林柏祥 張助道 文崧仰 洪瑞禧 劉大慶 張澤煌 

薛烱東 陳志祥 陳慶鴻 蘇元村 隆文霖 莊憲源 

施長和 張冠正 陳光益 陳志峰 楊國生 盧淯彬 

伍安慶 徐椿景 林本源 林子筠 

籌 備 會 主 任 ： 劉文宏 

籌備會副主任 ： 林水吉 謝新曦 府佩琯 歐陽昭勇 曾應鉅 丁國桓 

尤若弘 朱文祥 林榮男 翁明祥 莊憲源 鍾永貴 

籌 備 會 委 員 ： 王正琦  王芬香  朱金燦  李團高  沈義文  翁明祥

張助道  張冠正  陳卉錦 陳美杏  彭紹武  彭翠華

隆文霖  黃貴華  楊隆富 歐鴻祥  蔡麗慧  鄭義文

蘇銘銓  巴林.吉南武浪   吳三嘉  于錦鳳  劉育修 

王紀翔  何武明  吳聰裕 段清正  張家維  蔡金長 

總 幹 事 ： 翁明祥 

副 總 幹 事 ： 曾昱彰 

計 劃 組 長 ： 鐘明仁 

計 劃 組 幹 事 ： 翁貴祥 

競 賽 組 長 ： 柯澎傑 

競 賽 組 幹 事 ： 鄭義文 

總 務 組 長 ： 黃泓瑋 

總 務 組 幹 事 ： 楊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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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委員及裁判名單 

 
技術委員召集人：劉文宏 

技  術  委  員：歐陽昭勇、曾應鉅、鍾永貴(兼)、吳三嘉(兼) 

大  會  秘  書：翁明祥、曾昱彰 

會  場  管  理：蘇銘銓 

裁  判  長：鍾永貴 

副裁判長兼發令：吳三嘉 

檢  查  裁  判：吳齊翰、賴冠志、杜彥呈、張茗權 

終  點  裁  判：陳炳芳、賴鼎益、黃慶文、楊立民、林珮琦、招曦、張瑛娟 

檢 錄 裁 判：蔡麗慧、曾志賢、吳敏章、翁貴祥、翁明祥(兼)、黃泓瑋 

記   錄  組：柯澎傑、李慧文、楊立群 

典  禮  主  任：鐘明仁 

典    禮    組：陳美杏、黃貴華 

場 地 布 置 組：鄭義文(兼)、何武明、王紀翔(兼)、楊昇翰(兼)、盧淯彬

(兼) 

救   生   組：王茂宗、鄭義文、楊昇翰、王紀翔、盧淯彬、張家維 

醫   護   組：許慧萍 

報    到    組：康明珠、鄭月美、葉佩雯、郭月巧 

攝    影    組：吳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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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職員名單 

 
編號： 1001 ｜單位：水運會(水中運動協會)｜報名人數： 5  

大專社會競賽組： 張輝寶(10504) 莊宜灃(10505) 陳建利(10506) 陳湘州(10507)  

莊珽安(10508)  

 

編號： 1003 ｜單位：屏水協(屏東縣水上救生協會)｜報名人數： 6  

女子組 領隊：張安慶 教練：陳冠佑 管理：葉榮昌  

男子組 領隊：張安慶 教練：陳冠佑 管理：葉榮昌  

大專社會競賽組： 葉榮昌(10025) 歐育如(10480) 翁竹延(10481) 黃郁涵(10483)  

陳藝文(10485) 陸怡遑(10488)  

 

編號： 1006 ｜單位：國求中心(空軍官校國軍空勤人員求生訓練中心)｜報名人數： 9  

大專社會競賽組： 何逸松(10057) 蕭子鈞(10213) 吳汯學(10215) 王周鳴(10296)  

駱慈(10321) 王于翔(10509) 謝和廷(10510) 邱伸州(10511)  

林建中(10512)  

 

編號： 1012 ｜單位：高雄水運(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報名人數： 4  

大專社會競賽組： 黃柏榮(10479) 楊朝鈞(10210) 黃怡仁(10478) 陳俊嘉(10212)  

 

編號： 1015 ｜單位：義守大學(義守大學)｜報名人數： 2  

大專社會競賽組： 汪志庭(10137) 蘇家俊(10221)  

 

編號： 1017 ｜單位：義消驃悍組(義消驃悍 組)｜報名人數： 4  

大專社會競賽組： 葉建良(10085) 吳世弘(10087) 郭賢宗(10194) 溫琍筑(10501)  

 

編號： 1018 ｜單位：義消勇猛組(義消勇猛組)｜報名人數： 4  

大專社會競賽組： 孫瑞忠(10083) 徐金松(10084) 蔡承翰(10192) 黃奐銘(10193)  

 

編號： 8024 ｜單位：高市四維(高雄市四維國小)｜報名人數： 23  

女子組 領隊：王淵智  

男子組 領隊：王淵智  

大專社會競賽組： 顏譓娜(10424) 許斯傑(10449)  

國小競賽組： 林旻樂(10405) 王品涵(10406) 郭昱緯(10407) 陳柏佑(10409)  

張瀞予(10411) 金承昕(10412) 陳宗德(10413) 鍾為禕(10414)  

鍾承軒(10415) 陳姿妤(10416) 吳芯語(10444) 吳承翰(10445)  

許姝儀(10447) 許家森(10448) 黃澔(10450) 黃秀(10451)  

黃滿(10452)  

國高中競賽組： 陳尚德(10317) 寒莎娜(10318) 蔡家蓁(10319) 陳品丞(10320)  

 

編號： 80241 ｜單位：四維公開(高雄市四維國小--公開隊)｜報名人數： 4  

國小競賽組： 陳品言(10453) 金承安(10454) 郭恩寧(10455) 黃立秉琉

(10456)  

 



9 

 

編號： 80242 ｜單位：四維高國(高雄市四維國小--高國中隊)｜報名人數： 3  

大專社會競賽組： 蔡彤欣(10457)  

國高中競賽組： 林怡成(10391) 張祐瑋(10401)  

 

編號： 80243 ｜單位：四維國高(高雄市四維國小--國高中隊)｜報名人數： 2  

國高中競賽組： 李品萱(10390) 陳品潔(10408)  

 

編號： 80244 ｜單位：四維田田(高雄市四維國小--田田隊)｜報名人數： 6  

大專社會競賽組： 田育麟(10395) 顏鉉晏(10398)  

國小競賽組： 田沛晴(10397) 顏羽婕(10400)  

國高中競賽組： 田沅卉(10396) 顏嘉佑(10399)  

 

編號： 80245 ｜單位：四維甜甜(高雄市四維國小--甜甜隊)｜報名人數： 6  

大專社會競賽組： 劉士豪(10421) 葉宜萍(10422)  

國小競賽組： 廖語晴(10418) 洪辰侑(10419)  

國高中競賽組： 廖奕威(10417) 鍾尹謙(10420)  

 

編號： 80246 ｜單位：四維 ATeam(高雄市四維國小--ATeam)｜報名人數： 6  

大專社會競賽組： 黃俞蓉(10423) 陳翊瑄(10394)  

國高中競賽組： 郭蕙甄(10392) 龔維喆(10404) 陳郁涵(10410) 陳彥維(10393)  

 

編號： 80247 ｜單位：四維信義(高雄市四維國小--信義隊)｜報名人數： 5  

國小競賽組： 于展甯(10475) 葉庭瑈(10476) 葉旭淳(10477)  

國高中競賽組： 劉昱廷(10402) 劉婕安(10403)  

 

編號： 80248 ｜單位：四維趙師(高雄市四維國小--趙老師隊)｜報名人數： 20  

女子組 領隊：馬日寶 教練：趙淑雯 管理：鍾永慶  

男子組 領隊：馬日寶 教練：趙淑雯 管理：黃蓉琪  

國小競賽組： 鍾大鈞(10428) 鍾洋睿(10429) 孫品茵(10430) 孫晨瑀(10431)  

呂宜儒(10432) 吳晟維(10433) 陳霆叡(10434) 黃立妍(10435)  

沈汯毅(10436) 沈永承(10437) 王卓堯(10438) 鍾秉諭(10439)  

陳侑廷(10440) 林佑威(10441) 林宥嘉(10442) 鄧岩淓(10443)  

翁翊豪(10446)  

國高中競賽組： 鍾奕翔(10425) 黃淮佑(10426) 鍾秉瞱(10427)  

 

編號： 80249 ｜單位：四維前鎮(高雄市四維國小--前鎮隊)｜報名人數： 15  

女子組 領隊：謝惠君 教練：顏筱瑋 管理：劉安泰 隊長：廖法淇 

男子組 領隊：謝惠君 教練：歐陽楚森 管理：黃俊宏 隊長：黃苡軒 

國小競賽組： 陳霆宇(10460) 黃苡軒(10461) 張晉銘(10462) 陳屏松(10463)  

邱詠駿(10464) 吳韋廷(10465) 潘冠瑋(10466) 周奕辰(10467)  

黃苡睿(10468) 廖法淇(10471) 周歆芮(10472) 陳語荷(10473)  

吳侑倢(10474)  

國高中競賽組： 陳俊穎(10458) 陳泰瑞(1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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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0250 ｜單位：四維鎮前(高雄市四維國小--鎮前隊)｜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陳香伶 教練：顏筱瑋 管理：呂慧貴 隊長：周詩閔 

國高中競賽組： 黃苡薰(10469) 周詩閔(10470)  

 

編號： 80706 ｜單位：溪哈 CLUB(溪哈俱樂部)｜報名人數： 6  

大專社會競賽組： 鄭吕淑琴(10332) 王秋卿(10333) 劉武龍 (10339) 鄭錫彬

(10331)  

國小競賽組： 鄭琇云(10490) 鄭雅心(10491)  

 

編號： 807061 ｜單位：溪哈 B隊(溪哈俱樂部 B隊)｜報名人數： 4  

大專社會競賽組： 林秋香(10492) 李永昌(10493) 彭俊銘(10494) 楊昆寶(10495)  

 

編號： 807062 ｜單位：溪哈 C隊(溪哈俱樂部 C隊)｜報名人數： 5  

大專社會競賽組： 紀燦輝(10328) 黃至仕(10496) 洪絹粧(10329) 陳德金(10499)  

國小競賽組： 劉峻瑋(10330)  

 

編號： 807063 ｜單位：溪哈 D隊(溪哈俱樂部 D隊)｜報名人數： 5  

大專社會競賽組： 林吉宗(10326) 鄧崴澤(10336) 許馨文(10497) 蘇村木(10498)  

何冠群(10500)  

 

編號： 83001 ｜單位：空軍航院校友總會(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校友總會)｜報名人數： 2  

男子組 領隊：周長松 教練：周長松 管理：殷振勇 隊長：殷振勇 

大專社會競賽組： 劉全安(10502) 黃道明(10503)  

 

編號： 90004 ｜單位：屏教聯盟(屏東水運教練聯盟)｜報名人數： 5  

男子組 領隊：鍾永貴 教練：呂律緯 管理：薛迪宏 隊長：廖德魁 

大專社會競賽組： 陳建華(10049) 呂律緯(10205) 林惟錚(10206) 林鼎宗(10486)  

廖德魁(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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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單位選手人數統計表 

 

NO. 編號 單位 
國小 

競賽組 

國高中 

競賽組 

大專社會 

競賽組 
小計 

1 1001 水運會   5 5 

2 1003 屏水協   6 6 

3 1006 國求中心   9 9 

4 1012 高雄水運   4 4 

5 1015 義守大學   2 2 

6 1017 義消驃悍組   4 4 

7 1018 義消勇猛組   4 4 

8 8024 高市四維 17 4 2 23 

9 80241 四維公開 4   4 

10 80242 四維高國  2 1 3 

11 80243 四維國高  2  2 

12 80244 四維田田 2 2 2 6 

13 80245 四維甜甜 2 2 2 6 

14 80246 四維 ATeam  4 2 6 

15 80247 四維信義 3 2  5 

16 80248 四維趙師 17 3  20 

17 80249 四維前鎮 13 2  15 

18 80250 四維鎮前  2  2 

19 80706 溪哈 CLUB 2  4 6 

20 807061 溪哈 B隊   4 4 

21 807062 溪哈 C隊 1  4 5 

22 807063 溪哈 D隊   5 5 

23 83001 空軍航院校友總會   2 2 

24 90004 屏教聯盟   5 5 

  合計 61 25 6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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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人數統計表 

 
NO. 編號 單位 男 女 小計 

1 1001 水運會 5 0 5 

2 1003 屏水協 3 3 6 

3 1006 國求中心 8 1 9 

4 1012 高雄水運 3 1 4 

5 1015 義守大學 2 0 2 

6 1017 義消驃悍組 3 1 4 

7 1018 義消勇猛組 4 0 4 

8 8024 高市四維 16 7 23 

9 80241 四維公開 3 1 4 

10 80242 四維高國 2 1 3 

11 80243 四維國高 0 2 2 

12 80244 四維田田 3 3 6 

13 80245 四維甜甜 4 2 6 

14 80246 四維 ATeam 2 4 6 

15 80247 四維信義 3 2 5 

16 80248 四維趙師 15 5 20 

17 80249 四維前鎮 11 4 15 

18 80250 四維鎮前 0 2 2 

19 80706 溪哈 CLUB 2 4 6 

20 807061 溪哈 B隊 3 1 4 

21 807062 溪哈 C隊 4 1 5 

22 807063 溪哈 D隊 4 1 5 

23 83001 空軍航院校友總會 2 0 2 

24 90004 屏教聯盟 4 1 5 

  合計 106 4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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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1 項 大專社會‧400 公尺沙灘賽跑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鄧崴澤  溪哈 D 隊     

  2 郭賢宗  義消驃悍組     

  3 王于翔  國求中心     

  4 黃郁涵  屏水協     

  5 葉榮昌  屏水協     

  6 蔡彤欣  四維高國     

  7 顏譓娜  高市四維     

  8 汪志庭  義守大學     

  9 葉宜萍  四維甜甜     

  10 陳翊瑄  四維 ATeam     

  11 黃柏榮  高雄水運     

  12 顏鉉晏  四維田田     

  13 劉士豪  四維甜甜     

  14 黃俞蓉  四維 ATeam     

  15 蘇家俊  義守大學     

  16 田育麟  四維田田     

  17 何冠群  溪哈 D 隊     

  18 呂律緯  屏教聯盟     

  19 林鼎宗  屏教聯盟     

  20 謝和廷  國求中心     

  21 溫琍筑  義消驃悍組     

  22 許斯傑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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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2 項 國高中‧400 公尺沙灘賽跑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陳品潔  四維國高     

  2 鍾秉瞱  四維趙師     

  3 周詩閔  四維鎮前     

  4 鍾尹謙  四維甜甜     

  5 陳泰瑞  四維前鎮     

  6 田沅卉  四維田田     

  7 張祐瑋  四維高國     

  8 郭蕙甄  四維 ATeam     

  9 顏嘉佑  四維田田     

  10 陳品丞  高市四維     

  11 李品萱  四維國高     

  12 林怡成  四維高國     

  13 劉昱廷  四維信義     

  14 劉婕安  四維信義     

  15 陳尚德  高市四維     

  16 廖奕威  四維甜甜     

  17 黃苡薰  四維鎮前     

  18 鍾奕翔  四維趙師     

  19 陳俊穎  四維前鎮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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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3 項 國小‧400 公尺沙灘賽跑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黃立妍  四維趙師     

  2 許姝儀  高市四維     

  3 吳芯語  高市四維     

  4 鄧岩淓  四維趙師     

  5 林佑威  四維趙師     

  6 陳霆叡  四維趙師     

  7 呂宜儒  四維趙師     

  8 劉峻瑋  溪哈 C 隊     

  9 鍾大鈞  四維趙師     

  10 陳霆宇  四維前鎮     

  11 沈永承  四維趙師     

  12 鍾秉諭  四維趙師     

  13 陳品言  四維公開     

  14 郭恩寧  四維公開     

  15 鄭琇云  溪哈 CLUB     

  16 許家森  高市四維     

  17 顏羽婕  四維田田     

  18 王品涵  高市四維     

  19 陳柏佑  高市四維     

  20 金承昕  高市四維     

  21 鍾為禕  高市四維     

  22 陳姿妤  高市四維     

  23 洪辰侑  四維甜甜     

  24 張晉銘  四維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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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3 項 國小‧400 公尺沙灘賽跑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25 邱詠駿  四維前鎮     

  26 潘冠瑋  四維前鎮     

  27 黃苡睿  四維前鎮     

  28 周歆芮  四維前鎮     

  29 吳侑倢  四維前鎮     

  30 葉庭瑈  四維信義     

  31 黃苡軒  四維前鎮     

  32 葉旭淳  四維信義     

  33 于展甯  四維信義     

  34 陳語荷  四維前鎮     

  35 廖法淇  四維前鎮     

  36 周奕辰  四維前鎮     

  37 吳韋廷  四維前鎮     

  38 田沛晴  四維田田     

  39 孫品茵  四維趙師     

  40 廖語晴  四維甜甜     

  41 鍾承軒  高市四維     

  42 陳宗德  高市四維     

  43 張瀞予  高市四維     

  44 郭昱緯  高市四維     

  45 林旻樂  高市四維     

  46 陳屏松  四維前鎮     

  47 鄭雅心  溪哈 CLUB     

  48 黃立秉琉  四維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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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3 項 國小‧400 公尺沙灘賽跑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49 金承安  四維公開     

  50 陳侑廷  四維趙師     

  51 王卓堯  四維趙師     

  52 沈汯毅  四維趙師     

  53 黃滿  高市四維     

  54 林宥嘉  四維趙師     

  55 孫晨瑀  四維趙師     

  56 吳晟維  四維趙師     

  57 黃秀  高市四維     

  58 黃澔  高市四維     

  59 翁翊豪  四維趙師     

  60 吳承翰  高市四維     

  61 鍾洋睿  四維趙師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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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4 項 大專社會‧拋繩袋救援(2 人)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四維甜甜     

  2 呂律緯 林惟錚  屏教聯盟     

  3 王周鳴 蕭子鈞  國求中心     

  4 林秋香 楊昆寶  溪哈 B 隊     

  5 洪絹粧 紀燦輝  溪哈 C 隊     

  6 許馨文 蘇村木  溪哈 D 隊     

  7 張輝寶 莊宜灃  水運會     

  8 孫瑞忠 黃奐銘  義消勇猛組     

  9 黃道明 劉全安  空軍航院校友總會      

  10 溫琍筑 郭賢宗  義消驃悍組     

  11 鄭錫彬 鄭吕淑

琴  
溪哈 CLUB     

  12 葉榮昌 黃郁涵  屏水協     

  13 楊朝鈞 黃柏榮  高雄水運     

  14  四維田田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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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5 項 國高中‧拋繩袋救援(2 人)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四維田田     

  2  四維趙師     

  3 陳尚德 陳品丞  高市四維     

  4  四維信義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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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6 項 大專社會‧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陳德金  溪哈 C 隊     

  2 何冠群  溪哈 D 隊     

  3 孫瑞忠  義消勇猛組     

  4 黃至仕  溪哈 C 隊     

  5 吳世弘  義消驃悍組     

  6 王于翔  國求中心     

  7 陳建利  水運會     

  8 田育麟  四維田田     

  9 蔡彤欣  四維高國     

  10 顏譓娜  高市四維     

  11 汪志庭  義守大學     

  12 葉宜萍  四維甜甜     

  13 陳翊瑄  四維 ATeam     

  14 葉榮昌  屏水協     

  15 顏鉉晏  四維田田     

  16 劉士豪  四維甜甜     

  17 黃俞蓉  四維 ATeam     

  18 蘇家俊  義守大學     

  19 許斯傑  高市四維     

  20 翁竹延  屏水協     

  21 廖德魁  屏教聯盟     

  22 王秋卿  溪哈 CLUB     

  23 謝和廷  國求中心     

  24 李永昌  溪哈 B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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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6 項 大專社會‧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25 郭賢宗  義消驃悍組     

  26 徐金松  義消勇猛組     

  27 鄧崴澤  溪哈 D 隊     

  28 林鼎宗  屏教聯盟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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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7 項 國高中‧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陳品潔  四維國高     

  2 鍾秉瞱  四維趙師     

  3 周詩閔  四維鎮前     

  4 鍾尹謙  四維甜甜     

  5 陳泰瑞  四維前鎮     

  6 田沅卉  四維田田     

  7 劉昱廷  四維信義     

  8 龔維喆  四維 ATeam     

  9 顏嘉佑  四維田田     

  10 陳品丞  高市四維     

  11 李品萱  四維國高     

  12 林怡成  四維高國     

  13 張祐瑋  四維高國     

  14 劉婕安  四維信義     

  15 陳尚德  高市四維     

  16 廖奕威  四維甜甜     

  17 黃苡薰  四維鎮前     

  18 鍾奕翔  四維趙師     

  19 陳俊穎  四維前鎮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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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8 項 國小‧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鍾洋睿  四維趙師     

  2 孫晨瑀  四維趙師     

  3 吳晟維  四維趙師     

  4 黃立妍  四維趙師     

  5 林佑威  四維趙師     

  6 鄧岩淓  四維趙師     

  7 黃立秉琉  四維公開     

  8 葉庭瑈  四維信義     

  9 黃澔  高市四維     

  10 陳霆宇  四維前鎮     

  11 沈永承  四維趙師     

  12 鍾秉諭  四維趙師     

  13 陳品言  四維公開     

  14 郭恩寧  四維公開     

  15 張晉銘  四維前鎮     

  16 林旻樂  高市四維     

  17 郭昱緯  高市四維     

  18 張瀞予  高市四維     

  19 陳宗德  高市四維     

  20 鍾承軒  高市四維     

  21 廖語晴  四維甜甜     

  22 黃苡軒  四維前鎮     

  23 陳屏松  四維前鎮     

  24 吳韋廷  四維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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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8 項 國小‧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25 周奕辰  四維前鎮     

  26 廖法淇  四維前鎮     

  27 陳語荷  四維前鎮     

  28 于展甯  四維信義     

  29 洪辰侑  四維甜甜     

  30 田沛晴  四維田田     

  31 吳侑倢  四維前鎮     

  32 周歆芮  四維前鎮     

  33 黃苡睿  四維前鎮     

  34 潘冠瑋  四維前鎮     

  35 邱詠駿  四維前鎮     

  36 葉旭淳  四維信義     

  37 鍾大鈞  四維趙師     

  38 陳姿妤  高市四維     

  39 鍾為禕  高市四維     

  40 金承昕  高市四維     

  41 陳柏佑  高市四維     

  42 王品涵  高市四維     

  43 顏羽婕  四維田田     

  44 吳芯語  高市四維     

  45 金承安  四維公開     

  46 黃滿  高市四維     

  47 王卓堯  四維趙師     

  48 沈汯毅  四維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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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8 項 國小‧沙灘奪旗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49 黃秀  高市四維     

  50 許家森  高市四維     

  51 吳承翰  高市四維     

  52 翁翊豪  四維趙師     

  53 林宥嘉  四維趙師     

  54 陳侑廷  四維趙師     

  55 陳霆叡  四維趙師     

  56 呂宜儒  四維趙師     

  57 孫品茵  四維趙師     

  58 許姝儀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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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09 項 大專社會‧協力救生(4 人)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楊朝鈞 陳俊嘉  

黃柏榮 黃怡仁  
高雄水運     

  2 
呂律緯 林惟錚  

林鼎宗 廖德魁  
屏教聯盟     

  3 
吳世弘 郭賢宗  

溫琍筑 葉建良  
義消驃悍組     

  4 
張輝寶 陳湘州  

陳建利 莊珽安  
水運會     

  5 
孫瑞忠 徐金松  

黃奐銘 蔡承翰  
義消勇猛組     

  6 
駱慈 吳汯學  

何逸松 邱伸州  
國求中心     

  7 
翁竹延 陸怡遑  

葉榮昌 陳藝文  
屏水協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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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0 項 大專社會‧300 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彭俊銘  溪哈 B 隊     

  2 駱慈  國求中心     

  3 陳建華  屏教聯盟     

  4 葉榮昌  屏水協     

  5 林吉宗  溪哈 D 隊     

  6 田育麟  四維田田     

  7 汪志庭  義守大學     

  8 葉宜萍  四維甜甜     

  9 陳翊瑄  四維 ATeam     

  10 蔡彤欣  四維高國     

  11 顏鉉晏  四維田田     

  12 劉士豪  四維甜甜     

  13 黃俞蓉  四維 ATeam     

  14 蘇家俊  義守大學     

  15 許斯傑  高市四維     

  16 楊朝鈞  高雄水運     

  17 歐育如  屏水協     

  18 林鼎宗  屏教聯盟     

  19 邱伸州  國求中心     

  20 顏譓娜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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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1 項 國高中‧300 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陳品潔  四維國高     

  2 黃淮佑  四維趙師     

  3 周詩閔  四維鎮前     

  4 鍾尹謙  四維甜甜     

  5 陳泰瑞  四維前鎮     

  6 田沅卉  四維田田     

  7 劉昱廷  四維信義     

  8 陳彥維  四維 ATeam     

  9 顏嘉佑  四維田田     

  10 陳品丞  高市四維     

  11 李品萱  四維國高     

  12 林怡成  四維高國     

  13 張祐瑋  四維高國     

  14 劉婕安  四維信義     

  15 陳尚德  高市四維     

  16 廖奕威  四維甜甜     

  17 黃苡薰  四維鎮前     

  18 鍾奕翔  四維趙師     

  19 陳俊穎  四維前鎮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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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2 項 國小‧300 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鍾洋睿  四維趙師     

  2 孫晨瑀  四維趙師     

  3 吳晟維  四維趙師     

  4 黃立妍  四維趙師     

  5 林佑威  四維趙師     

  6 鄧岩淓  四維趙師     

  7 葉旭淳  四維信義     

  8 于展甯  四維信義     

  9 黃澔  高市四維     

  10 黃立秉琉  四維公開     

  11 沈永承  四維趙師     

  12 鍾秉諭  四維趙師     

  13 陳品言  四維公開     

  14 郭恩寧  四維公開     

  15 黃苡軒  四維前鎮     

  16 林旻樂  高市四維     

  17 郭昱緯  高市四維     

  18 張瀞予  高市四維     

  19 陳宗德  高市四維     

  20 鍾承軒  高市四維     

  21 廖語晴  四維甜甜     

  22 陳霆宇  四維前鎮     

  23 張晉銘  四維前鎮     

  24 邱詠駿  四維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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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2 項 國小‧300 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25 潘冠瑋  四維前鎮     

  26 黃苡睿  四維前鎮     

  27 周歆芮  四維前鎮     

  28 吳侑倢  四維前鎮     

  29 洪辰侑  四維甜甜     

  30 田沛晴  四維田田     

  31 陳語荷  四維前鎮     

  32 廖法淇  四維前鎮     

  33 周奕辰  四維前鎮     

  34 吳韋廷  四維前鎮     

  35 陳屏松  四維前鎮     

  36 葉庭瑈  四維信義     

  37 鍾大鈞  四維趙師     

  38 陳姿妤  高市四維     

  39 鍾為禕  高市四維     

  40 金承昕  高市四維     

  41 陳柏佑  高市四維     

  42 王品涵  高市四維     

  43 顏羽婕  四維田田     

  44 吳芯語  高市四維     

  45 金承安  四維公開     

  46 黃滿  高市四維     

  47 王卓堯  四維趙師     

  48 沈汯毅  四維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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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2 項 國小‧300 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49 黃秀  高市四維     

  50 許家森  高市四維     

  51 吳承翰  高市四維     

  52 翁翊豪  四維趙師     

  53 林宥嘉  四維趙師     

  54 陳侑廷  四維趙師     

  55 陳霆叡  四維趙師     

  56 呂宜儒  四維趙師     

  57 孫品茵  四維趙師     

  58 許姝儀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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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3 項 大專社會‧先鋒舟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溫琍筑  義消驃悍組     

  2 蕭子鈞  國求中心     

  3 呂律緯  屏教聯盟     

  4 歐育如  屏水協     

  5 徐金松  義消勇猛組     

  6 田育麟  四維田田     

  7 汪志庭  義守大學     

  8 葉宜萍  四維甜甜     

  9 陳翊瑄  四維 ATeam     

  10 蔡彤欣  四維高國     

  11 顏鉉晏  四維田田     

  12 劉士豪  四維甜甜     

  13 黃俞蓉  四維 ATeam     

  14 蘇家俊  義守大學     

  15 許斯傑  高市四維     

  16 黃怡仁  高雄水運     

  17 陳藝文  屏水協     

  18 林惟錚  屏教聯盟     

  19 林建中  國求中心     

  20 顏譓娜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33 

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4 項 國高中‧先鋒舟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陳俊穎  四維前鎮     

  2 鍾奕翔  四維趙師     

  3 黃苡薰  四維鎮前     

  4 廖奕威  四維甜甜     

  5 陳泰瑞  四維前鎮     

  6 李品萱  四維國高     

  7 張祐瑋  四維高國     

  8 陳郁涵  四維 ATeam     

  9 顏嘉佑  四維田田     

  10 寒莎娜  高市四維     

  11 田沅卉  四維田田     

  12 林怡成  四維高國     

  13 陳彥維  四維 ATeam     

  14 劉昱廷  四維信義     

  15 陳品潔  四維國高     

  16 蔡家蓁  高市四維     

  17 鍾尹謙  四維甜甜     

  18 周詩閔  四維鎮前     

  19 黃淮佑  四維趙師     

  20 劉婕安  四維信義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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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5 項 國小‧先鋒舟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鍾洋睿  四維趙師     

  2 孫晨瑀  四維趙師     

  3 吳晟維  四維趙師     

  4 黃立妍  四維趙師     

  5 林佑威  四維趙師     

  6 鄧岩淓  四維趙師     

  7 葉旭淳  四維信義     

  8 于展甯  四維信義     

  9 黃澔  高市四維     

  10 黃立秉琉  四維公開     

  11 沈永承  四維趙師     

  12 鍾秉諭  四維趙師     

  13 陳品言  四維公開     

  14 郭恩寧  四維公開     

  15 黃苡軒  四維前鎮     

  16 林旻樂  高市四維     

  17 郭昱緯  高市四維     

  18 張瀞予  高市四維     

  19 陳宗德  高市四維     

  20 鍾承軒  高市四維     

  21 廖語晴  四維甜甜     

  22 陳霆宇  四維前鎮     

  23 張晉銘  四維前鎮     

  24 邱詠駿  四維前鎮     



35 

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5 項 國小‧先鋒舟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25 潘冠瑋  四維前鎮     

  26 黃苡睿  四維前鎮     

  27 周歆芮  四維前鎮     

  28 吳侑倢  四維前鎮     

  29 洪辰侑  四維甜甜     

  30 田沛晴  四維田田     

  31 陳語荷  四維前鎮     

  32 廖法淇  四維前鎮     

  33 周奕辰  四維前鎮     

  34 吳韋廷  四維前鎮     

  35 陳屏松  四維前鎮     

  36 葉庭瑈  四維信義     

  37 鍾大鈞  四維趙師     

  38 陳姿妤  高市四維     

  39 鍾為禕  高市四維     

  40 金承昕  高市四維     

  41 陳柏佑  高市四維     

  42 王品涵  高市四維     

  43 顏羽婕  四維田田     

  44 吳芯語  高市四維     

  45 金承安  四維公開     

  46 黃滿  高市四維     

  47 王卓堯  四維趙師     

  48 沈汯毅  四維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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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5 項 國小‧先鋒舟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49 黃秀  高市四維     

  50 許家森  高市四維     

  51 吳承翰  高市四維     

  52 翁翊豪  四維趙師     

  53 林宥嘉  四維趙師     

  54 陳侑廷  四維趙師     

  55 陳霆叡  四維趙師     

  56 呂宜儒  四維趙師     

  57 孫品茵  四維趙師     

  58 許姝儀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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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6 項 大專社會‧救生浮漂救援(2 人)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四維甜甜     

  2 葉榮昌 歐育如  屏水協     

  3 吳汯學 駱慈  國求中心     

  4 溫琍筑 郭賢宗  義消驃悍組     

  5 劉武龍 鄭錫彬  溪哈 CLUB     

  6 林鼎宗 廖德魁  屏教聯盟     

  7 黃柏榮 黃怡仁  高雄水運     

  8  四維田田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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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7 項 國高中‧救生浮漂救援(2 人)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寒莎娜 蔡家蓁  高市四維     

  2  四維趙師     

  3  四維田田     

  4  四維信義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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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檢錄/成績單 

第 018 項 大專社會‧救生板競速  

檢錄 組 序號 姓名 單位  成績 名次 備註 

  1 紀燦輝  溪哈 C 隊     

  2 王周鳴  國求中心     

  3 林鼎宗  屏教聯盟     

  4 葉榮昌  屏水協     

  5 徐金松  義消勇猛組     

  6 田育麟  四維田田     

  7 汪志庭  義守大學     

  8 葉宜萍  四維甜甜     

  9 陳翊瑄  四維 ATeam     

  10 蔡彤欣  四維高國     

  11 顏鉉晏  四維田田     

  12 劉士豪  四維甜甜     

  13 黃俞蓉  四維 ATeam     

  14 蘇家俊  義守大學     

  15 許斯傑  高市四維     

  16 陳俊嘉  高雄水運     

  17 呂律緯  屏教聯盟     

  18 陸怡遑  屏水協     

  19 何逸松  國求中心     

  20 顏譓娜  高市四維     

 
紀錄           裁判員           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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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規則說明 

※所有競賽將視潮汐等因素略作調整，賽前將會做說明。 
一、400M沙灘賽跑(個人賽) 

(一) 比賽流程：所有選手站立於出發線後，聞信號同時出發，跑繞過 200公尺遠的折返

處後，返回終點線。選手需以立姿及全身通過終點線(採選手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

次)。 

(二) 取消資格說明： 

1、 於出發信號發出前，超越出發線。 

2、 未依規定跑繞過折返線。 

3、 故意干擾或阻擋其他選手前進。 

4、 違反比賽流程。 

5、 場地佈置，如附錄。 

 

二、拋繩袋救援(2人團體賽) 

(一) 每隊 2人。 

(二) 比賽流程：溺者按裁判長指示著救生衣於距岸邊約 12米處拉繩待援。 

(三) 聞開始信號後，救者迅速將繩索收回，再拋給溺者，並將溺者拉回，直到溺者通過

終點線為止。若一拋未命中，可在一分鐘規範時間內持續進行。(溺者可用腳踢水助

泳前進，但雙手不得揮出水面助泳)。 

  (四)取消成績： 

         1、未在一分鐘的比賽時間內完成。 

         2、溺者用手助泳。 

  (五)場地布置：如附錄。 

 

三、沙灘奪旗(個人賽) 

(一) 參賽者將臉朝下、腳趾在起點線上、手掌置於下巴處、手肘向前延伸使胸口貼平在

沙上、身體的中心線與起點線呈 90度以伏臥姿待命。聞發令聲響，轉身奪取立在身

後約 20公尺沙中的塑膠棒子。(棒子的數目少於參賽者)，未奪得棒子即被淘汰。  

(二) 參賽者不得有挖沙洞放腳的動作。 

(三) 場地佈置：如附錄。 

 

四、協力救生(4人團體賽) 

(一)每隊 4人(1位攻擊手(救者)、1位溺者、2位救援手(負責拉繩))，採計時決賽，溺者

可用腳踢水助泳前進，但雙手不得揮出水面助泳。(不可穿蛙鞋) 

(二)比賽流程：溺者穿著救生衣由工作人員置放離岸邊 40M處等待救援；救者於岸上穿著救

生衣附掛救援繩等待出發。聞出發信號後，救者游至溺者位置，控制溺者後，單手比 OK手

勢，岸上兩位救援手開始收繩至救、溺人員抵淺灘，再由救者攙扶溺者通過終點線。 

(一)取消成績： 

1、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2、未保持救、溺相互扶持完成比賽。 

    3、溺者用手助泳。 

(二)繩袋由大會提供，長度 50M以上。  

(三)場地配置如附錄。 

 

五、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個人賽) (可穿戴軟橡膠/塑膠材質蛙鞋，不可穿著玻璃纖維

或碳纖維材質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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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手由岸上的起點線出發後入水，以逆時針方向游繞過 150公尺遠浮標折返回岸，

通過終點線完成比賽。 

(二) 判決：選手需以立姿及全身通過終點線為準。 

(三) 取消資格如下： 

1、 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2、 未游繞過浮標或方向不對。 

3、 選手故意干擾或阻擋別選手前進。 

  (四) 場地佈置：如附錄。 

 

六、先鋒舟競速(個人賽) 

(一) 競賽者著救生衣、蛙鞋(蛙鞋規格如下)，上半身俯臥於先鋒舟上，雙腿在水中踢動

進行競速比賽。 

(二) 選手經由抽籤選取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先鋒舟，選手不得異議。 

(三) 判決：以選手攜先鋒舟，完全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次。 

(四) 取消資格： 

1、 違反比賽流程。 

2、 故意干擾其他選手行進。 

3、 故意破壞大會所提供之先鋒舟。 

場地佈置如附錄。 

 

七、救生浮標救援(2人團體賽) 

(一)比賽流程：各隊 2名分扮溺者及救者 。溺者先游到浮標處待命，救者著救生衣在裁判

發出信號後攜浮標、蛙鞋(蛙鞋規格如下)出發，將溺者控制後，以浮標將溺者帶回，以

各隊所有成員越過終點線，且保持救、溺相互扶持方完成比賽。 

(二) 救者出發準備： 

1、 溺者按裁判長指示至待命點待命。 

2、 救者在裁判長發令後取蛙鞋、浮標，並於適當地點穿著、游到溺者處，將浮標繞扣

在溺者腋下，以逆時針的方式繞過水面上浮標，將溺者帶回岸。 

(三) 抵達終點：救、溺雙方須相互扶持，全部越過終點線為準。(至淺灘處可脫除浮標不

需在救、溺者身上)。 

(四) 相關說明： 

1、 出發前，浮標和蛙鞋置於起點線內。 

2、 拖帶時，溺者可用腳踢水助泳前進，但雙手不得揮出水面助泳。 

3、 參賽選手需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救生浮標，蛙鞋由選手自備。 

(五) 取消資格： 

1、 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2、 拖帶時，救生浮標未扣在溺者腋下。 

3、 拖帶時，溺者用手助泳。 

4、 未保持救、溺相互扶持完成比賽。 

  (六) 場地佈置如附錄。 

 

八、救生板競速(個人賽) 

(一) 比賽流程：選手攜救生板立於起點線之後。聞出發訊號後，跑步進入水中開始划

行，姿勢不拘，以逆時針方式划繞過水面指定浮標外側後折返回岸，攜救生板立姿

通過終點線。 

(二) 選手因失去控制流失救生板不算違規，但須快速取回，不得空手游泳前進。 

(三) 救生板：選手經由抽籤選取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救生板，選手不得異議。 

(四) 判決：以選手攜救生板並以立姿方式完全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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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取消資格 

1、 違反比賽流程。 

2、 故意干擾他人的划行。 

3、 選手故意破壞大會所提供之救生板。 

(六) 場地佈置：如附錄。 

 

※請各單位注意蛙鞋規格： 

  1.限用橡膠及塑膠材質。(套腳式、帶式均可)。 

  2.禁用玻璃纖維、碳纖維、強化塑膠板。 

  3.最大長度 67CM(含)以內。 

  4.蛙鞋不可擅自改造或經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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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配置圖】 
※所有競賽將視潮汐等因素略作調整，賽前將會做說明。 

 
一、400M沙灘賽跑(個人賽) 

(四) 比賽流程：所有選手站立於出發線後，聞信號同時出發，跑繞過 200公尺遠的折返

處後，返回終點線。選手需以立姿及全身通過終點線(採選手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

次)。 

(五) 取消資格說明： 

6、 於出發信號發出前，超越出發線。 

7、 未依規定跑繞過折返線。 

8、 故意干擾或阻擋其他選手前進。 

9、 違反比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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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拋繩袋救援(2人團體賽) 

(四) 每隊 2人。 

(五) 比賽流程：溺者按裁判長指示著救生衣於距岸邊約 12 米處拉繩待援。 

(六) 聞開始信號後，救者迅速將繩索收回，再拋給溺者，並將溺者拉回，直到溺者通過

終點線為止。若一拋未命中，可在一分鐘規範時間內持續進行。 

  (四)取消成績：未在一分鐘的比賽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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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灘奪旗(個人賽) 

(三) 參賽者將臉朝下、腳趾在起點線上、手掌置於下巴處、手肘向前延伸使胸口貼平在

沙上、身體的中心線與起點線呈 90度以伏臥姿待命。聞發令聲響，轉身奪取立在身

後約 20 公尺沙中的塑膠棒子。(棒子的數目少於參賽者)，未奪得棒子即被淘汰。  

(四) 參賽者不得有挖沙洞放腳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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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力救生(4人團體賽) 

(一)每隊 4人(1位攻擊手(救者)、1位溺者、2位救援手(負責拉繩))，採計時決賽，成績

取前三名。 

(二)比賽流程：溺者穿著救生衣由工作人員置放離岸邊 40M處等待救援；救者於岸上穿著救

生衣附掛救援繩等待出發。聞出發信號後，救者游至溺者位置，控制溺者後，單手比 OK手

勢，岸上兩位救援手開始收繩至救、溺人員抵淺灘，再由救者攙扶溺者通過終點線。 

(四) 取消成績： 

1、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2、未保持救、溺相互扶持完成比賽。 

   3、繩袋由大會提供，長度 50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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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00公尺開放性水域游泳(個人賽) 

(四) 選手由岸上的起點線出發後入水，以逆時針方向游繞過 150公尺遠浮標折返回岸，

通過終點線完成比賽。比賽路徑如附錄一所示。 

(五) 判決：選手需以立姿及全身通過終點線為準。 

(六) 取消資格如下： 

4、 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5、 未游繞過浮標或方向不對。 

    ３、選手故意干擾或阻擋別選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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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鋒舟競速(個人賽) 

(五) 競賽者著救生衣、蛙鞋(套腳式、帶式皆可)，上半身俯臥於先鋒舟上，雙腿在水中

踢動進行競速比賽。 

(六) 選手經由抽籤選取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先鋒舟，選手不得異議。 

(七) 判決：以選手攜先鋒舟，完全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次。 

(八) 取消資格： 

4、 違反比賽流程。 

5、 故意干擾其他選手行進。 

6、 故意破壞大會所提供之先鋒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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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救生浮標救援(2人團體賽) 

(六) 比賽流程：各隊 2名分扮溺者及救者 。溺者先游到浮標處待命，救者著救生衣在

裁判發出信號後攜浮標、蛙鞋(市售套腳式、帶式皆可，惟不得使用長蛙鞋)出發，將溺

者控制後，以浮標將溺者帶回，以各隊所有成員越過終點線，且保持救、溺相互扶持方

完成比賽。 

(七) 救者出發準備： 

3、 溺者按裁判長指示至待命點待命。 

4、 救者在裁判長發令後取蛙鞋、浮標，並於適當地點穿著、游到溺者處，將浮標繞

扣在溺者腋下，以逆時針的方式繞過水面上浮標，將溺者帶回岸。 

(八) 抵達終點：救、溺雙方須相互扶持，全部越過終點線為準。(至淺灘處可脫除浮標不

需在救、溺者身上)。 

(九) 相關說明： 

4、 出發前，浮標和蛙鞋置於起點線內。 

5、 拖帶時，溺者可用腳踢水助泳前進，但雙手不得揮出水面助泳。 

6、 參賽選手需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救生浮標，蛙鞋由選手自備。 

(十) 取消資格： 

5、 選手違反比賽流程。 

6、 拖帶時，救生浮標未扣在溺者腋下。 

7、 拖帶時，溺者用手助泳。 

8、 未保持救、溺相互扶持完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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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救生板競速(個人賽) 

(七) 比賽流程：選手攜救生板立於起點線之後。聞出發訊號後，跑步進入水中開始划

行，姿勢不拘，以逆時針方式划繞過水面指定浮標外側後折返回岸，攜救生板立姿

通過終點線。 

(八) 選手因失去控制流失救生板不算違規，但須快速取回，不得空手游泳前進。 

(九) 救生板：選手經由抽籤選取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救生板，選手不得異議。 

(十) 判決：以選手攜救生板並以立姿方式完全通過終點線先後判定名次。 

(十一) 取消資格 

4、 違反比賽流程。 

5、 故意干擾他人的划行。 

6、 選手故意破壞大會所提供之救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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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第 一 條 水中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受訓者、參與活動者免於在訓練及活動等期

間的性騷擾，並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

私，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以及勞動部頒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之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之性騷擾及申訴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行之。 

第 三 條 本會各級教練對於其所屬選手，或選手員與選手相互間及與教練者間，不得有下列

之行為： 

    （一）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他選手造成敵意性、

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訓

練表現。 

    （二）教練對選手或活動成員以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做為教學內容、報酬、成績、陞遷、降調、獎懲之交換條件。 

         (三) 性騷擾之行為人如有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

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則應同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

之規定。 

          性騷擾之行為人如非本會教練或非訓練班及活動期間，本會仍應依本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提供被害人應有之穩私保護。 

第 四 條 本會應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確保雙方當事人之隱

私權。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申訴，填具本會之申訴書，應以具名書面為之，如以言詞提出申訴者，受

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申

訴人簽名或簽章。 

            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簽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第 六 條 本會就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得設置專線電話(07-6171126)、傳真(07-6194895) 

電子信箱:ctuf006@gmailcom，並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處公開揭示。 

第 七 條  申訴人向本會提出性騷擾之申訴時，得於申訴處理委員會決議通知書送達前，以

書面撤回其申訴；申訴經撤回者，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第 八 條 本會為處理第五條性騷擾事件之申訴，除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外，並得組成申

訴處理委員會決議處理之。 

          前項委員會中應置委員三人至五人，除紀律委員會主委為當然委員外，餘委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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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就申訴個案指定或選聘本會資深教練擔任，其中女性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之比例。 

          第一項委員會得由主委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

主持會議者，得另指定其他委員代理之。 

 選手如遭受本會教練性騷擾時，本會將受理申訴並與訓練活動承辦單位共同調查，

將結果通知承辦單位及當事人。 

  性騷擾行為人如為主管時，本會教練或選手者除可依本會內部管道

申訴外，亦得向主管上級機關提出申訴。  

第 九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當事人或當事人之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它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當事人得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訴

處理委員會申請令其迴避。 

第 十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對於知悉之申訴事件內容應予保密；

違反者，主任委員應終止其參與，本會並得視其情節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及追究

相關責任，並解除其選、聘任。 

第十一條 申訴處理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委員之同

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具理由之決議，

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之相對人及本會。 

第十二條  申訴事件應自提出起二個月內結案，如有必要得延長一個月，延長以一次為限。

申訴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如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

十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並應附具理由，由申訴處理委員會另召開會議決議處

理之。經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已進入司法程序之性騷擾申訴，經申訴人同意後，得決議暫緩調

查及決議，其期間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四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對於本會之性騷擾人，依本會章

程等相關規定為懲戒或處理，徹銷本會相關之證照，取消相關會員權利義務。如

涉及刑事責任時，本會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性騷擾行為經證實有誣告之事

實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依規程等相關規定為懲戒或處理。 

第十五條  本會對性騷擾行為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以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

並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當事人有輔導或醫療等需要者，本會得依申請協助轉介至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由理事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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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通報專線：07-6171126 

通報信箱：ctuf006@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