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110 年全市運動會游泳錦標賽 
成績總表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 

四、協辦單位：新竹市立體育場、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警察局、 

新竹市衛生局、新竹市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新竹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新竹市體育會游泳委員會、 

新竹市立成德高中、新竹市立香山高中、 

中華民國國際體育運動志工交流協會、榮福股份有限公司。 

五、比賽日期：110 年 9 月 11 日至 12（星期六、日）共計 2天。 

七、比賽地點：南寮溫水游泳池 

八、核准文號：府教體字第 11001078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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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成績 
國小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竹科實中(國小部) 90 3 1 2 3 4 3 

第 2 名 龍山國小 84 4 3 3 1 0 1 

第 3 名 建功國小 61 1 3 3 1 1 0 

第 4 名 北門國小 53 0 3 0 3 3 1 

 

國中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建功國中 167 6 4 5 5 3 5 

第 2 名 培英國中 133 2 6 3 5 4 3 

第 3 名 光武國中 86 5 2 2 0 2 2 

第 4 名 三民國中 76 3 2 4 2 0 0 

 

高中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香山高中 188 15 3 3 2 1 0 

第 2 名 新竹高中 117 2 8 3 1 1 4 

第 3 名 建功高中 104 3 4 4 3 2 0 

第 4 名 成德高中 16 0 1 0 1 0 1 

 

大專社會男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清華大學 151 7 7 0 3 3 2 

第 2 名 北區區公所 134 7 2 5 2 2 0 

第 3 名 交通大學 120 3 5 2 5 2 3 

第 4 名 東區公所 107 0 2 7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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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竹科實中(國小部) 127 5 4 5 1 3 1 

第 2 名 康橋小學 111 6 2 2 4 2 1 

第 3 名 建功國小 45 1 1 0 5 1 0 

第 4 名 陽光國小 31 0 2 1 0 0 2 

 

國中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竹科實中 155 6 6 5 2 2 3 

第 2 名 培英國中 105 7 2 3 1 1 0 

第 3 名 建功國中 78 0 6 3 1 3 0 

第 4 名 三民國中 43 0 0 1 3 2 3 

 

高中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新竹女中 109 3 3 4 4 4 0 

第 2 名 新竹高商 88 4 2 1 2 2 3 

第 3 名 曙光女中 44 1 3 2 0 0 0 

第 4 名 竹科實中 30 2 0 0 1 1 1 

 

大專社會女子組 
名次 單位 積分 金 銀 銅 4th 5th 6th 

第 1 名 清華大學 94 5 5 1 1 0 1 

第 2 名 交通大學 64 5 2 0 1 0 0 

第 3 名 北區區公所 47 4 0 1 1 0 0 

第 4 名 東區公所 37 1 1 2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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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8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大川 龍山國小 00:31.32 

2 姚崇文 新竹國小 00:34.19 

3 黃翊恩 龍山國小 00:34.44 

4 洪立鋌 東門國小 00:34.51 

5 梁立辰 北門國小 00:36.93 

6 陳侑杰 新竹國小 00:37.01 

7 林浩洋 東園國小 00:37.13 

8 賴宥勛 關埔國小 00:37.66 

9 張佑銓 新竹國小 00:38.81 

10 李哲熙 關東國小 00:39.25 

11 黃品勳 民富國小 00:39.50 

12 胡翰威 曙光小學 00:39.62 

13 陳香璿 竹蓮國小 00:40.54 

13 陳冠宇 民富國小 00:40.54 

15 王馗禎 東園國小 00:40.92 

16 龍柏翰 東門國小 00:41.27 

17 王淳宥 頂埔國小 00:42.09 

18 王于宸 頂埔國小 00:42.36 

19 戴愷賢 曙光小學 00:43.02 

20 黃耀廷 東園國小 00:43.98 

21 梁淏珵 陽光國小 00:44.60 

22 曾宥勝 青草湖國小 00:44.81 

23 翁梓丹 北門國小 00:45.41 

24 陳宥翔 東園國小 00:45.92 

25 麥宥聖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6.27 

26 余昭穎 東園國小 00:46.53 

27 徐翊肯 康橋小學 00:46.71 

28 陳其憫 陽光國小 00:46.79 

29 林品曄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7.36 

30 陳威承 頂埔國小 00:47.67 

31 周威至 民富國小 00:48.37 

32 連家尉 曙光小學 00:48.42 

33 顏呈翰 康橋小學 00:49.10 

34 蔡博堯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9.64 

35 蕭子傑 舊社國小 00:49.79 

36 吳曆暟 竹蓮國小 00:50.24 

37 吳俊霆 東門國小 00:50.56 

38 李昱漳 建功國小 00:51.81 

39 洪立宸 康橋小學 00:51.98 

40 鄭亦宏 民富國小 00:52.52 

41 陳冠穎 民富國小 00:52.78 

42 李易紳 舊社國小 00:52.88 

43 洪立洋 康橋小學 00:54.38 

44 黃立丞 關埔國小 00:54.49 

45 李宥陞 新竹國小 00:54.92 

46 劉恩睿 民富國小 00:56.10 

47 王振霖 龍山國小 00:59.48 

48 李圭元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00.92 

49 陳東泰 陽光國小 01:03.84 

50 
Johannes 
Tiedenann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12.82 
 

第 008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陳香園 竹蓮國小 不計名 

蔡孟珅 關東國小 請假 

張育愷 康橋小學 棄權 

蘇楷惟 竹蓮國小 棄權 

沈子惟 康橋小學 棄權 
 

第 044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奇軒 建功國小 00:40.04

2 劉恩瑋 民富國小 00:40.17

3 姚崇文 新竹國小 00:42.05

4 黃翊恩 龍山國小 00:42.29

5 梁立辰 北門國小 00:42.67

6 洪謙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3.07

7 鍾濬謙 康橋小學 00:43.74

8 賴宥勛 關埔國小 00:44.80

9 陳重均 建功國小 00:46.56

10 龍柏翰 東門國小 00:47.28

11 李哲熙 關東國小 00:47.35

12 黃昱翔 三民國小 00:47.59

13 張佑銓 新竹國小 00:48.13

14 王丞佑 康橋小學 00:52.73

15 彭紹實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2.91

16 許恩齊 康橋小學 00:53.10

17 黃耀廷 東園國小 00:53.15

18 翁梓丹 北門國小 00:53.18

19 林品曄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3.33

20 廖彥鈞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4.03

21 李牧桓 陽光國小 00:54.30

22 王馗禎 東園國小 00:55.44

23 麥宥聖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5.55

24 余昭穎 東園國小 00:55.59

25 陳威承 頂埔國小 00:56.32

26 李易紳 舊社國小 00:57.81

27 陳冠維 龍山國小 00:58.66

28 洪立宸 康橋小學 00:58.82

29 陳顗聿 康橋小學 00:59.44

30 林湙清 康橋小學 01:00.19

31 吳俊霆 東門國小 01:01.52

32 劉恩睿 民富國小 01:01.88

33 黃立丞 關埔國小 01:02.93

34 陳宥翔 東園國小 01:03.42

35 周威至 民富國小 01:03.94

36 連家尉 曙光小學 01:04.82

37 蕭子傑 舊社國小 01:05.78

38 鄭昊旻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09.02

39 王振霖 龍山國小 01:10.68

40 陳東泰 陽光國小 01:18.66

蔡孟珅 關東國小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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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8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洪立鋌 東門國小 00:43.38 

2 陳弘叡 北門國小 00:44.65 

3 黃昱翔 三民國小 00:47.78 

4 陳立明 北門國小 00:48.68 

5 吳彥佐 建功國小 00:48.75 

6 呂偲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9.75 

7 陳香璿 竹蓮國小 00:52.51 

8 黃品勳 民富國小 00:52.72 

9 閻柏維 康橋小學 00:52.81 

10 林浩洋 東園國小 00:53.33 

11 胡翰威 曙光小學 00:54.24 

12 顏呈翰 康橋小學 00:54.37 

13 廖彥鈞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4.67 

14 彭紹實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5.27 

15 白少朋 新竹國小 00:59.30 

16 徐翊肯 康橋小學 01:01.10 

17 王淳宥 頂埔國小 01:01.19 

18 李冠龍 康橋小學 01:01.82 

19 陳冠維 龍山國小 01:02.72 

20 李宥陞 新竹國小 01:03.07 

21 連家尉 曙光小學 01:03.88 

22 王于宸 頂埔國小 01:04.45 

23 李牧桓 陽光國小 01:06.31 

24 黃立丞 關埔國小 01:06.53 

25 劉恩睿 民富國小 01:07.50 

26 鄭亦宏 民富國小 01:08.04 

27 吳曆暟 竹蓮國小 01:08.62 

28 洪立洋 康橋小學 01:08.80 

29 李易紳 舊社國小 01:09.60 

30 陳冠宇 民富國小 01:13.14 

陳香園 竹蓮國小 01:40.06 違規 

李圭元 竹科實中(國小部) 請假 

 
Johannes 
Tiedenann 

竹科實中(國小部) 
 

請假 

蘇楷惟 竹蓮國小 棄權 

鄭昊旻 竹科實中(國小部) 棄權 

沈子惟 康橋小學 棄權 
 

第 080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彥均 東園國小 00:39.43 

2 蔡奇軒 建功國小 00:40.21 

3 蕭棋恆 建功國小 00:44.04 

4 陳立明 北門國小 00:44.26 

5 閻柏維 康橋小學 00:44.63 

6 陳冠丞 龍山國小 00:46.92 

7 范君華 康橋小學 00:49.37 

8 李哲熙 關東國小 00:49.44 

9 李冠龍 康橋小學 00:52.51 

10 陳冠宇 民富國小 00:52.94 

11 曾宥勝 青草湖國小 00:53.79 

第 080 項：國小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2 劉允浩 康橋小學 00:56.83

13 王品翰 曙光小學 00:58.27

14 謝凱中 康橋小學 00:59.03

15 林品曄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00.52

16 官鼎翔 高峰國小 01:01.78

17 徐翊肯 康橋小學 01:01.84

18 吳曆暟 竹蓮國小 01:03.10

19 陳冠維 龍山國小 01:07.73

20 白少朋 新竹國小 01:12.39

施竑宇 東門國小 00:52.11 違規 

梁淏珵 陽光國小 00:54.20 違規 
 

第 100 項：國小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大川 龍山國小 01:08.77

2 黃馳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13.49

3 潘彥均 東園國小 01:14.83

4 姚崇文 新竹國小 01:19.67

5 梁立辰 北門國小 01:21.19

6 葉宇凡 頂埔國小 01:22.42

7 蕭棋恆 建功國小 01:22.79

8 呂偲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24.95

9 陳侑杰 新竹國小 01:25.77

10 林浩洋 東園國小 01:27.06

11 張佑銓 新竹國小 01:27.11

12 范君華 康橋小學 01:30.93

13 龍柏翰 東門國小 01:31.65

14 胡翰威 曙光小學 01:31.91

15 王馗禎 東園國小 01:33.06

16 黃立宇 關埔國小 01:34.39

17 彭紹實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35.94

18 李冠龍 康橋小學 01:36.38

19 許恩齊 康橋小學 01:39.13

20 陳柏宏 新竹國小 01:39.82

21 王淳宥 頂埔國小 01:41.08

22 戴愷賢 曙光小學 01:42.72

23 翁梓丹 北門國小 01:43.25

24 王于宸 頂埔國小 01:44.79

25 謝凱中 康橋小學 01:45.52

26 陳宥翔 東園國小 01:49.81

27 李祈閱 竹蓮國小 01:50.01

28 陳威承 頂埔國小 01:52.63

29 周威至 民富國小 01:53.84

30 施昱名 康橋小學 01:56.68

31 鄭亦宏 民富國小 02:00.83

32 官鼎翔 高峰國小 02:04.47

33 鄭昊旻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06.24

34 温國鈞 竹蓮國小 02:06.88

35 王振霖 龍山國小 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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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 項：國小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恩瑋 民富國小 01:25.38 

2 鍾濬謙 康橋小學 01:32.30 

3 黃翊恩 龍山國小 01:33.33 

4 洪謙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33.52 

5 葉宇凡 頂埔國小 01:36.28 

6 賴宥勛 關埔國小 01:38.14 

7 陳重均 建功國小 01:39.65 

8 黃立宇 關埔國小 01:43.80 

9 陳柏宏 新竹國小 01:49.85 

10 許恩齊 康橋小學 01:54.86 

11 林湙清 康橋小學 02:10.59 

郭存睿 曙光小學 不計名 

郭言睿 曙光小學 不計名 
 

第 016 項：國小男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恩瑋 民富國小 01:32.78 

2 陳弘叡 北門國小 01:35.38 

3 洪立鋌 東門國小 01:36.98 

4 吳彥佐 建功國小 01:43.01 

5 黃昱翔 三民國小 01:44.07 

6 陳立明 北門國小 01:45.24 

7 黃品勳 民富國小 01:55.94 

8 廖彥鈞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56.52 

9 陳柏宏 新竹國小 01:58.59 

10 王品翰 曙光小學 02:18.29 

11 林佑昕 陽光國小 02:18.82 

12 陳柏丞 康橋小學 02:22.83 

13 林湙清 康橋小學 02:22.84 

14 郭存睿 曙光小學 02:36.04 

15 郭言睿 曙光小學 02:39.96 

官鼎翔 高峰國小 02:38.21 違規 
 

第 124 項：國小男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潘彥均 東園國小 01:30.57 

2 蔡奇軒 建功國小 01:38.73 

3 蕭棋恆 建功國小 01:41.19 

4 陳侑杰 新竹國小 01:47.51 

5 閻柏維 康橋小學 01:50.25 

6 王丞佑 康橋小學 01:50.96 

7 西山凱翔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59.03 

8 陳冠丞 龍山國小 02:00.97 

9 施竑宇 東門國小 02:02.04 

10 黃立宇 關埔國小 02:15.42 
 

第 030 項：國小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叡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23.05 

2 沈大川 龍山國小 02:31.96 

3 謝辰浩 龍山國小 02:36.05 

第 030 項：國小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黃馳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40.43

5 熊谷優輝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42.73

6 西山凱翔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28.91

7 郭存睿 曙光小學 04:48.75

8 郭言睿 曙光小學 05:19.70
 

第 052 項：國小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叡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48.12

2 謝辰浩 龍山國小 02:58.62

3 黃馳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08.25

4 陳弘叡 北門國小 03:12.49

5 熊谷優輝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13.77

6 葉宇凡 頂埔國小 03:31.61

7 范君華 康橋小學 03:43.03

8 王丞佑 康橋小學 03:56.87

陳重均 建功國小 03:32.03 違規 
 

第 132 項：國小男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叡 竹科實中(國小部) 05:00.29

2 謝辰浩 龍山國小 05:24.40

3 熊谷優輝 竹科實中(國小部) 05:39.09

4 洪謙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6:15.43

5 王品翰 曙光小學 07:08.56

林佑昕 陽光國小 違規 
 

第 060 項：國小男子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沈大川 黃翊恩

陳冠丞 謝辰浩
龍山國小 02:17.08

 

2
陳重均 蕭棋恆

董以諾 蔡奇軒
建功國小 02:33.33

 

3
張佑銓 陳柏宏

陳侑杰 姚崇文
新竹國小 02:35.36

 

4
林浩洋 黃耀廷

王馗禎 潘彥均
東園國小 02:36.74

 

5
熊谷優輝 廖彥

鈞 彭紹實 洪

謙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36.85

 

6
劉恩瑋 陳冠宇

周威至 黃品勳
民富國小 02:42.73

 

7
梁立辰 陳立明

翁梓丹 陳弘叡
北門國小 02:43.39

 

8
龍柏翰 吳俊霆

施竑宇 洪立鋌
東門國小 02:45.29

 

9
徐翊肯 謝凱中

劉允浩 閻柏維
康橋小學 03:02.74

 

10
陳其憫 林佑昕

李牧桓 梁淏珵
陽光國小 03: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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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 項：國小男子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翊恩 謝辰浩 
陳冠丞 沈大川 

龍山國小 02:44.09 
 

2 
梁立辰 陳弘叡 
陳立明 翁梓丹 

北門國小 02:57.06 
 

3 
蔡奇軒 陳重均 
蕭棋恆 董以諾 

建功國小 03:02.98 
 

4 
余昭穎 林浩洋 
潘彥均 王馗禎 

東園國小 03:03.76 
 

5 
廖彥鈞 彭紹實 
熊谷優輝 洪謙

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07.80 

 

6 
吳俊霆 洪立鋌 
施竑宇 龍柏翰 

東門國小 03:13.60 
 

7 
劉恩瑋 黃品勳 
陳冠宇 周威至 

民富國小 03:14.07 
 

8 
李牧桓 林佑昕 
梁淏珵 陳其憫 

陽光國小 03:42.61 
 

 
姚崇文 陳柏宏 
陳侑杰 張佑銓 

新竹國小 03:05.98 違規 

 
施昱名 徐翊肯 
閻柏維 謝凱中 

康橋小學 03:40.53 違規 

 

第 010 項：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胡享博 光武國中 00:28.78 

2 曾耘浩 建功國中 00:28.99 

3 劉宏駿 三民國中 00:29.61 

4 徐宥博 培英國中 00:30.59 

5 吳宇奇 建功國中 00:30.89 

6 胡享翰 光武國中 00:31.06 

6 簡睿鋐 培英國中 00:31.06 

8 李秉宸 三民國中 00:31.26 

9 呂家深 竹光國中 00:31.74 

10 粘賀鈞 康橋國中 00:31.83 

11 張耘賀 光華國中 00:32.21 

12 林均展 培英國中 00:32.24 

13 施岱廷 康橋國中 00:32.64 

14 劉柏麟 建華國中 00:34.22 

15 王浚睿 康橋國中 00:34.50 

16 謝晴宇 光武國中 00:35.78 

17 吳宸源 建華國中 00:40.15 

18 黃品燁 竹光國中 00:41.68 

19 陳品齊 培英國中 01:03.04 

林承佑 建功國中 請假 

張宸碩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046 項：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威仁 建功國中 00:32.73 

2 胡享博 光武國中 00:34.57 

3 李羿承 建功國中 00:37.31 

4 吳宇奇 建功國中 00:37.37 

5 張耘賀 光華國中 00:38.25 

第 046 項：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吳宥希 建功國中 00:38.86

7 施岱廷 康橋國中 00:41.18

8 謝晴宇 光武國中 00:42.04

9 藍雋博 竹科實中 00:43.43

10 黃品燁 竹光國中 00:57.34

李東頤 建功國中 請假 

張宸碩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110 項：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蕭起仲 三民國中 00:35.53

2 陳俊霖 培英國中 00:37.45

3 温晟鈞 三民國中 00:38.79

4 曾耘浩 建功國中 00:38.80

5 彭達恩 培英國中 00:40.34

6 陳重谷 光武國中 00:41.55

7 呂家深 竹光國中 00:41.90

8 張耘賀 光華國中 00:43.30

9 吳宸源 建華國中 00:47.92

10 林哲旭 培英國中 01:10.07

周宜安 培英國中 棄權 
 

第 082 項：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威仁 建功國中 00:29.38

2 劉宏駿 三民國中 00:32.41

3 胡享博 光武國中 00:32.42

4 林威逸 建功國中 00:32.63

5 陳彥霖 培英國中 00:33.03

6 姜奕丞 培英國中 00:33.42

7 簡睿鋐 培英國中 00:34.26

8 徐宥博 培英國中 00:34.44

9 陳重谷 光武國中 00:36.31

10 林均展 培英國中 00:37.08

11 李秉宸 三民國中 00:37.51

12 劉柏麟 建華國中 00:38.75

13 張瑜哲 康橋國中 00:41.56

14 黃品燁 竹光國中 00:51.14
 

第 102 項：國中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麟祐 光武國中 00:59.86

2 江宇程 虎林國中 01:04.10

3 林承佑 建功國中 01:04.99

4 劉宏駿 三民國中 01:05.63

5 曾耘浩 建功國中 01:06.48

6 徐宥博 培英國中 01:09.68

7 蔡子皓 培英國中 01:10.16

8 粘賀鈞 康橋國中 01:10.73

9 吳宇奇 建功國中 01:11.16

10 彭達恩 培英國中 0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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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項：國中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1 李秉宸 三民國中 01:12.40 

12 李羿承 建功國中 01:12.87 

13 周霆叡 建功國中 01:15.67 

14 王浚睿 康橋國中 01:19.82 

15 劉柏麟 建華國中 01:21.65 
 

第 118 項：國中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威仁 建功國中 01:12.66 

2 李東頤 建功國中 01:13.09 

3 林承佑 建功國中 01:17.26 

4 陳宥里 培英國中 01:18.39 

5 胡享翰 光武國中 01:19.42 

6 李羿承 建功國中 01:21.15 

7 林紘寬 建功國中 01:22.22 

8 吳宥希 建功國中 01:25.05 

9 蔡昇洋 育賢國中 01:28.41 

10 藍雋博 竹科實中 01:36.86 

11 劉鎮源 曙光國中 01:39.50 
 

第 018 項：國中男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蕭起仲 三民國中 01:16.45 

2 陳俊霖 培英國中 01:22.45 

3 温晟鈞 三民國中 01:26.55 

4 呂家深 竹光國中 01:32.78 

5 陳重谷 光武國中 01:32.91 

6 張瑜哲 康橋國中 01:38.41 

7 吳宸源 建華國中 01:45.29 

8 王浚睿 康橋國中 01:45.40 
 

第 126 項：國中男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彥霖 培英國中 01:15.88 

2 姜奕丞 培英國中 01:19.11 

3 簡睿鋐 培英國中 01:23.67 
 

第 032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麟祐 光武國中 02:06.59 

2 郭宸 竹科實中 02:10.14 

3 江宇程 虎林國中 02:24.17 

4 蔡子皓 培英國中 02:36.26 

5 林冠緯 建功國中 02:36.70 

6 周霆叡 建功國中 02:45.12 
 

第 024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江宇程 虎林國中 02:41.93 

2 林威逸 建功國中 02:49.08 

3 胡享翰 光武國中 02:53.58 

4 林紘寬 建功國中 02:57.05 

第 024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陳宥里 培英國中 02:59.16

6 吳宥希 建功國中 03:04.60
 

第 068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蕭起仲 三民國中 02:48.70

2 陳俊霖 培英國中 03:04.36

3 温晟鈞 三民國中 03:15.06

4 林威逸 建功國中 03:28.56
 

第 038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彥霖 培英國中 02:54.69

2 姜奕丞 培英國中 03:01.49
 

第 054 項：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郭宸 竹科實中 02:27.46

2 林冠緯 建功國中 02:49.50

3 林紘寬 建功國中 02:53.59

4 粘賀鈞 康橋國中 02:55.05

5 林均展 培英國中 03:10.68

6 周霆叡 建功國中 03:16.24

7 張瑜哲 康橋國中 03:28.51

李東頤 建功國中 請假 
 

第 134 項：國中男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麟祐 光武國中 04:28.71

2 郭宸 竹科實中 04:30.59

3 蔡子皓 培英國中 05:29.38

4 陳宥里 培英國中 06:35.15
 

第 074 項：國中男子組 4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冠緯 建功國中 06:24.69
 

第 062 項：國中男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胡享博 陳重谷

胡享翰 王麟祐
光武國中 04:27.97

 

2
蕭起仲 温晟鈞

李秉宸 劉宏駿
三民國中 04:31.08

 

3
林紘寬 林冠緯

曾耘浩 吳宇奇
建功國中 04:34.26

 

4
徐宥博 陳俊霖

陳宥里 簡睿鋐
培英國中 04:40.31

 

5
王浚睿 施岱廷

張瑜哲 粘賀鈞
康橋國中 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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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2 項：國中男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東頤 曾耘浩 
陳威仁 林承佑 

建功國中 04:59.97 
 

2 
胡享翰 陳重谷 
胡享博 王麟祐 

光武國中 05:10.43 
 

3 
陳宥里 陳俊霖 
姜奕丞 徐宥博 

培英國中 05:13.29 
 

4 
温晟鈞 蕭起仲 
李秉宸 劉宏駿 

三民國中 05:24.62 
 

5 
施岱廷 張瑜哲 
粘賀鈞 王浚睿 

康橋國中 06:14.64 
 

 

第 088 項：國中男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耘浩 林冠緯 
吳宇奇 陳威仁 

建功國中 10:12.62 
 

2 
蔡子皓 陳俊霖 
姜奕丞 陳彥霖 

培英國中 10:17.46 
 

 

第 012 項：高中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易 香山高中 00:25.64 

2 林柏均 新竹高中 00:25.80 

3 黃宴然 新竹高中 00:26.64 

4 彭詰凱 香山高中 00:27.10 

5 梁弘勳 竹科實中 00:27.98 

6 黃昱浤 新竹高中 00:28.23 

7 邱予新 新竹高中 00:30.02 

李國任 新竹高中 請假 

汪其濬 竹科實中 棄權 
 

第 048 項：高中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寬 新竹高中 00:30.98 

2 呂承恩 建功高中 00:31.98 

3 黃昱浤 新竹高中 00:32.29 

4 魏允澄 新竹高中 00:32.43 

5 彭詰凱 香山高中 00:33.23 

6 陳子揚 成德高中 00:33.43 

7 林哲丞 建功高中 00:36.30 

8 王業翰 成德高中 00:44.56 

9 鄭亦宸 新竹高中 00:57.46 

邱樞凡 新竹高中 請假 

林昱奇 新竹高中 請假 
 

第 112 項：高中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程宇翔 香山高中 00:31.82 

2 陳奎佑 建功高中 00:35.07 

3 梁樂明 香山高中 00:35.74 

4 戴宇謙 建功高中 00:38.48 

5 林哲丞 建功高中 00:38.71 

6 蔣凱翔 新竹高中 00:41.67 
 

第 084 項：高中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柏均 新竹高中 00:26.39
破大會紀錄

00:26.67

2 張育睿 香山高中 00:29.54

3 李俊賢 建功高中 00:29.59

4 林哲丞 建功高中 00:29.67

5 梁弘勳 竹科實中 00:31.12

汪其濬 竹科實中 棄權 
 

第 104 項：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易 香山高中 00:56.01

2 黃宴然 新竹高中 00:58.47

3 彭詰凱 香山高中 01:00.56

4 方俊翰 香山高中 01:02.55

5 陳奎佑 建功高中 01:03.63

6 楊善筑 新竹高中 01:21.88

7 温品皓 新竹高中 01:36.09

徐梓晏 新竹高中 請假 

邱予新 新竹高中 請假 

鄭亦宸 新竹高中 請假 
 

第 120 項：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呂承恩 建功高中 01:07.85

2 林寬 新竹高中 01:08.36

3 魏允澄 新竹高中 01:11.76

4 陳子揚 成德高中 01:13.30

洪天磊 新竹高中 請假 
 

第 020 項：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程宇翔 香山高中 01:10.59

2 陳奎佑 建功高中 01:19.67

2 梁樂明 香山高中 01:19.67

4 戴宇謙 建功高中 01:25.98

5 蔣凱翔 新竹高中 01:26.02

6 温品皓 新竹高中 01:58.55
 

第 128 項：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育睿 香山高中 01:06.71

2 李俊賢 建功高中 01:15.65
 

第 034 項：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易 香山高中 02:03.34

2 黃宴然 新竹高中 02:13.86

3 方俊翰 香山高中 02: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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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6 項：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呂承恩 建功高中 02:24.53 

2 陳子揚 成德高中 02:38.09 
 

第 070 項：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梁樂明 香山高中 02:48.74 

2 蔣凱翔 新竹高中 03:23.96 
 

第 040 項：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育睿 香山高中 02:31.60 
 

第 056 項：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俊賢 建功高中 02:45.48 

2 梁弘勳 竹科實中 02:45.93 

邱樞凡 新竹高中 請假 
 

第 136 項：高中男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藍家騏 香山高中 04:21.10 

2 方俊翰 香山高中 04:57.16 
 

第 076 項：高中男子組 4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程宇翔 香山高中 04:56.28 
 

第 004 項：高中男子組 8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藍家騏 香山高中 08:58.77 
 

第 096 項：高中男子組 15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藍家騏 香山高中 17:12.21 
 

第 064 項：高中男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藍家騏 方俊翰 
彭詰凱 李易 

香山高中 03:56.00 
 

2 
林柏均 黃昱浤 
魏允澄 黃宴然 

新竹高中 03:57.97 
 

3 
陳奎佑 林哲丞 
李俊賢 呂承恩 

建功高中 04:46.34 
 

 

第 144 項：高中男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程宇翔 梁樂明 
張育睿 彭詰凱 

香山高中 04:32.64 
 

2 
林寬 蔣凱翔 

林柏均 黃宴然 
新竹高中 04:35.75 

 

3 
呂承恩 戴宇謙 
李俊賢 陳奎佑 

建功高中 05:00.33 
 

 

第 090 項：高中男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易 程宇翔 

張育睿 藍家騏
香山高中 08:47.06

 

2
魏允澄 黃昱浤

林柏均 黃宴然
新竹高中 10:00.70

 

3
陳奎佑 李俊賢

林哲丞 呂承恩
建功高中 10:40.78

 
 

第 014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皓 清華大學 00:24.02

2 蕭永淇 清華大學 00:24.07

3 廖晉德 東區公所 00:25.80

4 黃梓境 東區公所 00:25.86

5 張益騏 清華大學 00:26.56

6 許成忻 清華大學 00:26.81

7 白樂祺 交通大學 00:27.19

8 吳覲延 北區區公所 00:28.01

9 洪晨皓 交通大學 00:29.15

10 丁啟軒 交通大學 00:45.54

魏伯翰 清華大學 請假 

李淂埼 北區區公所 棄權 

楊育昕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050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育陞 交通大學 00:28.19

2 蕭永淇 清華大學 00:28.49

3 何丞恩 北區區公所 00:29.13

4 黃梓境 東區公所 00:29.99

5 胡翔發 交通大學 00:30.26

6 廖晉德 東區公所 00:30.37

7 林岱威 北區區公所 00:33.20

鄭欣慈 清華大學 請假 

賴正邦 清華大學 請假 

張晉瑋 清華大學 請假 

王湘凱 清華大學 棄權 

楊育昕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114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文億 北區區公所 00:32.26

2 侯佑霖 交通大學 00:32.66

3 廖晉德 東區公所 00:33.42

4 梁力涵 東區公所 00:33.61

5 劉奕辰 北區區公所 00:33.75

6 林柏漢 清華大學 00:34.11

7 李淂埼 北區區公所 00:34.25

8 黃文卓  北區區公所 00:34.70

9 陳鴻賢 清華大學 00:34.79

10 賴楙勛 交通大學 00:35.29

11 林岱威 北區區公所 00:36.43

12 劉勝傑 東區公所 00: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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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3 吳秉成 元培醫大 00:37.58 

洪晨皓 交通大學 請假 

魏伯翰 清華大學 請假 

吳念勳 清華大學 請假 

石柏昱 清華大學 請假 

謝易叡 清華大學 請假 

李律呈 北區區公所 棄權 
 

第 08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易霖 北區區公所 00:26.47 

2 蕭永淇 清華大學 00:26.67 

3 范正憲 東區公所 00:27.71 

4 白樂祺 交通大學 00:27.75 

5 李家翰 東區公所 00:28.10 

6 胡翔發 交通大學 00:28.20 

7 陳奕勲 清華大學 00:29.43 

8 吳覲延 北區區公所 00:29.92 

賴正邦 清華大學 請假 

王湘凱 清華大學 請假 

張晉瑋 清華大學 請假 

魏伯翰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10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皓 清華大學 00:52.91 

2 許哲毓 香山區公所 00:54.50 

3 黃梓境 東區公所 00:56.78 

4 張立朋 北區區公所 00:59.20 

5 吳覲延 北區區公所 01:02.78 

6 劉勝傑 東區公所 01:05.86 

7 張智超 交通大學 01:08.39 

8 陳禹叡 清華大學 01:19.73 

9 韓在元 交通大學 01:22.40 

吳念勳 清華大學 請假 

莊英暄 清華大學 請假 

賴正邦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12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育陞 交通大學 01:01.31 

2 王澤 清華大學 01:02.96 

3 何丞恩 北區區公所 01:03.60 

4 胡翔發 交通大學 01:07.51 

林岱威 北區區公所 01:13.57 違規 

高學瀚 清華大學 請假 

鄭欣慈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02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律呈 北區區公所 01:10.73 

2 王澤 清華大學 01:10.81 

第 02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3 侯佑霖 交通大學 01:12.60

4 劉奕辰 北區區公所 01:13.77

5 林柏漢 清華大學 01:14.25

6 梁力涵 東區公所 01:14.68

7 黃文卓  北區區公所 01:15.52

8 陳鴻賢 清華大學 01:17.21

9 賴楙勛 交通大學 01:20.04

10 吳秉成 元培醫大 01:26.56

吳柏勳 清華大學 請假 

吳尚澤 清華大學 請假 

李淂埼 北區區公所 棄權 

劉勝傑 東區公所 棄權 
 

第 130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易霖 北區區公所 00:59.25

2 劉文 交通大學 01:01.88

3 范正憲 東區公所 01:02.17

4 謝祐田 清華大學 01:02.49

5 李家翰 東區公所 01:03.14

6 白樂祺 交通大學 01:05.21

7 陳奕勲 清華大學 01:12.06

8 張祐維 東區公所 01:12.31
 

第 03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皓 清華大學 01:57.05

2 許哲毓 香山區公所 01:57.22

3 張祐維 東區公所 02:23.21

4 張智超 交通大學 02:41.62

5 韓在元 交通大學 03:14.51

石柏昱 清華大學 請假 

何定倫 東區公所 請假 

陳品年 清華大學 棄權 

高學瀚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028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育陞 交通大學 02:17.74

張晉瑋 清華大學 請假 

楊典恩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07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劉奕辰 北區區公所 02:38.83

2 侯佑霖 交通大學 02:46.40

3 黃文億 北區區公所 02:46.41

4 陳鴻賢 清華大學 02:55.78

5 梁力涵 東區公所 02:58.84

6 賴楙勛 交通大學 03:10.02

吳尚澤 清華大學 請假 

吳秉成 元培醫大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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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易霖 北區區公所 02:10.00 

2 范正憲 東區公所 02:22.39 

3 李家翰 東區公所 02:24.37 

4 劉文 交通大學 02:31.89 

5 陳奕勲 清華大學 02:52.32 
 

第 058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澤 清華大學 02:14.53 

2 黃文卓  北區區公所 02:23.71 

3 張虹恩 香山區公所 02:25.15 

4 林柏漢 清華大學 02:31.69 

5 張祐維 東區公所 02:43.51 

王湘凱 清華大學 請假 

何定倫 東區公所 請假 

吳尚澤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138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哲毓 香山區公所 04:12.93 

2 張智超 交通大學 06:07.81 

莊英暄 清華大學 請假 

陳品年 清華大學 請假 

楊典恩 清華大學 請假 

何定倫 東區公所 請假 
 

第 078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文億 北區區公所 05:42.62 

2 謝祐田 清華大學 06:03.47 

楊典恩 清華大學 請假 

高學瀚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00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8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虹恩 香山區公所 09:05.31 

2 謝祐田 清華大學 12:22.10 

謝易叡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098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15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虹恩 香山區公所 17:33.17 

陳品年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06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皓 林柏漢 
蕭永淇 王澤 

清華大學 03:50.76 
 

2 
黃梓境 張祐維 
廖晉德 范正憲 

東區公所 03:52.55 
 

3 
何丞恩 黃文卓 
劉奕辰 林岱威 

北區區公所 04:06.70 
 

第 06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4
胡翔發 張智超

賴楙勛 劉文
交通大學 04:09.40

 
 

第 146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澤 林柏漢 
王皓 蕭永淇

清華大學 04:10.05
 

2
何丞恩 黃文卓

蔡易霖 黃文億
北區區公所 04:13.11

 

3
林育陞 侯佑霖

劉文 胡翔發
交通大學 04:15.37

 

4
黃梓境 梁力涵

李家翰 范正憲
東區公所 04:33.48

 
 

第 092 項：大專社會男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柏漢 蕭永淇

王澤 王皓 
清華大學 08:51.23

 

2
白樂祺 胡翔發

侯佑霖 林育陞
交通大學 09:01.14

 

3
黃文億 黃文卓

劉奕辰 林岱威
北區區公所 09:06.26

 

4
廖晉德 張祐維

范正憲 黃梓境
東區公所 09:25.92

 
 

第 007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妍允 康橋小學 00:30.82

2 余安安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33.49

3 麥宥甯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34.87

4 劉品妘 東門國小 00:35.32

5 吳宇恬 科園國小 00:36.50

6 呂幸娟 西門國小 00:36.69

7 王品涵 龍山國小 00:38.26

8 陳品諼 新竹國小 00:38.80

9 黃薇軒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39.24

10 黃芷妮 民富國小 00:39.49

11 林妡樂 三民國小 00:40.00

12 劉亦涵 民富國小 00:40.41

13 陳品妤 康橋小學 00:40.62

14 金文恩 東園國小 00:40.98

15 吳敏菲 建功國小 00:41.18

16 陳新妮 民富國小 00:42.21

17 林妤軒 關埔國小 00:42.40

18 邱筱晴 竹蓮國小 00:42.60

19 張欣晨 民富國小 00:43.06

20 張淳媛 關埔國小 00:43.48

21 許育菲 新竹國小 00:43.88

22 曾怡霏 青草湖國小 00:44.72

23 潘畇蓁 東園國小 00:45.14

24 孫心閔 建功國小 00:46.23

25 蔡卓昀 康橋小學 00:46.24

26 洪靖芸 康橋小學 00: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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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7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27 黃胤庭 民富國小 00:47.62 

28 葉宇恩 頂埔國小 00:48.21 

29 楊喬予 康橋小學 00:48.35 

30 蔡予寧 龍山國小 00:49.37 

31 田舒喬 竹蓮國小 00:49.42 

32 黃心彤 民富國小 00:49.43 

33 陳忞愉 關埔國小 00:49.93 

34 彭若瑄 關東國小 00:51.05 

35 林妡彤 三民國小 00:51.29 

36 葉品郁 建功國小 00:51.57 

37 朱芷伶 高峰國小 00:52.63 

38 莊筱晴 曙光小學 00:53.39 

39 顏翊晴 康橋小學 00:53.45 

40 簡沛榕 竹蓮國小 00:56.19 

鍾宇芊 竹蓮國小 不計名 

彭婕芯 清華附小 棄權 
 

第 043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妍允 康橋小學 00:34.14 
破大會紀錄

00:34.23

2 張雅茜 康橋小學 00:34.96 

3 林維恩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1.00 

4 胡喬唯 建功國小 00:41.06 

5 麥宥甯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1.27 

6 吳宇恬 科園國小 00:45.45 

7 黃芷妮 民富國小 00:46.06 

8 李芯羽 陽光國小 00:46.23 

9 林宸安 民富國小 00:47.18 

10 黃薇軒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7.42 

11 陳新憫 陽光國小 00:47.52 

12 蔡安庭 東園國小 00:48.64 

13 鄭妍晰 康橋小學 00:48.78 

14 李品蒨 民富國小 00:49.18 

15 鄔金晶 東門國小 00:49.39 

16 張彧顓 建功國小 00:50.42 

17 林妤軒 關埔國小 00:50.68 

18 王錦儀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50.87 

19 葉千慈 民富國小 00:50.88 

20 曾怡霏 青草湖國小 00:54.47 

21 潘畇蓁 東園國小 00:56.96 

22 田舒喬 竹蓮國小 00:57.21 

23 王品涵 龍山國小 00:57.24 

24 陳忞愉 關埔國小 00:57.53 

25 王敏甄 康橋小學 00:57.78 

26 葉宇恩 頂埔國小 00:57.99 

27 鄭竹茵 民富國小 00:58.03 

28 蔡予寧 龍山國小 00:58.75 

29 陳宥臻 康橋小學 01:00.45 

30 陳佳妤 北門國小 01:06.88 

彭婕芯 清華附小 棄權 
 

第 107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吳怡潔 建功國小 00:44.41

2 張瀞云 北門國小 00:44.49

3 黃沛絨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47.15

4 魏嘉君 康橋小學 00:47.24

5 黃芷妮 民富國小 00:51.01

6 李妍妍 舊社國小 00:51.41

7 張淳媛 關埔國小 00:52.16

8 許育菲 新竹國小 00:52.52

9 陳新妮 民富國小 00:53.28

10 李品蒨 民富國小 00:53.31

11 梁淯琌 陽光國小 00:53.35

12 張欣晨 民富國小 00:53.64

13 張彧顓 建功國小 00:54.06

14 林妡樂 三民國小 00:54.20

15 陳采彤 康橋小學 00:55.79

16 楊喬予 康橋小學 00:56.68

17 陳品妤 康橋小學 00:56.76

18 吳敏菲 建功國小 00:57.90

19 鄔金晶 東門國小 00:58.38

20 鄭妍晰 康橋小學 00:59.15

21 黃胤庭 民富國小 00:59.44

22 陳佳妤 北門國小 01:02.87

23 陳湘云 關東國小 01:03.07

24 蔡安庭 東園國小 01:03.35

25 曾怡霏 青草湖國小 01:04.37

26 陳忞愉 關埔國小 01:05.54

27 莊筱晴 曙光小學 01:05.72

28 葉宇恩 頂埔國小 01:06.61

29 鄭竹茵 民富國小 01:06.62

30 朱芷伶 高峰國小 01:06.64

31 田舒喬 竹蓮國小 01:09.06

32 蔡卓昀 康橋小學 01:09.41

33 林妡彤 三民國小 01:09.72

34 陳湘嵐 關東國小 01:24.09
 

第 079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雅茜 康橋小學 00:33.67

2 林維恩 竹科實中(國小部) 00:38.46

3 陳品諼 新竹國小 00:39.01

4 林昕恩 康橋小學 00:39.12

5 吳怡潔 建功國小 00:39.46

6 陳恩憫 陽光國小 00:43.48

7 温芷崎 大庄國小 00:45.83

8 劉亦涵 民富國小 00:47.87

9 梁淯琌 陽光國小 00:48.87

10 李妍妍 舊社國小 00:49.05

11 李品蒨 民富國小 00:49.06

12 林妤軒 關埔國小 00:50.71

13 陳品妤 康橋小學 00:50.97

14 楊喬予 康橋小學 00: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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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9 項：國小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5 蔡予寧 龍山國小 01:04.10 

16 彭若瑄 關東國小 01:04.32 

17 簡沛榕 竹蓮國小 01:07.10 

18 陳湘云 關東國小 01:08.41 
 

第 099 項：國小女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蘊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11.98 

2 余安安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13.38 

3 劉品妘 東門國小 01:19.35 

4 胡喬唯 建功國小 01:22.10 

5 吳宇恬 科園國小 01:23.71 

6 呂幸娟 西門國小 01:25.06 

7 王錦儀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26.14 

8 王品涵 龍山國小 01:27.07 

9 陳新憫 陽光國小 01:29.26 

10 劉亦涵 民富國小 01:29.90 

11 金文恩 東園國小 01:30.21 

12 林昕嬡 陽光國小 01:30.70 

13 温芷崎 大庄國小 01:31.87 

14 林妡樂 三民國小 01:32.04 

15 鄭妍晰 康橋小學 01:32.29 

16 邱筱晴 竹蓮國小 01:34.55 

17 葉千慈 民富國小 01:35.73 

18 曾歆倢 關東國小 01:36.15 

19 簡佳萱 竹蓮國小 01:36.26 

20 張彧顓 建功國小 01:37.12 

21 潘畇蓁 東園國小 01:43.10 

22 洪靖芸 康橋小學 01:50.74 

23 鄭竹茵 民富國小 01:52.58 

24 黃心彤 民富國小 01:56.66 

25 葉品郁 建功國小 01:59.56 

26 林妡彤 三民國小 02:04.78 
 

第 115 項：國小女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鄭妍允 康橋小學 01:14.52 
破大會紀錄

01:16.00

2 林昕恩 康橋小學 01:27.45 

3 麥宥甯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29.03 

4 胡喬唯 建功國小 01:32.20 

5 張瀞云 北門國小 01:32.26 

6 廖恩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33.85 

7 林維恩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34.08 

8 李芯羽 陽光國小 01:37.44 

9 林昕嬡 陽光國小 01:40.98 

10 陳新憫 陽光國小 01:41.38 

11 金文恩 東園國小 01:43.13 

12 黃薇軒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45.09 

13 張以潔 關東國小 02:09.52 

14 張以琪 關東國小 02:35.39 

第 115 項：國小女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彭婕芯 清華附小 棄權 
 

第 015 項：國小女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瀞云 北門國小 01:34.29

2 吳怡潔 建功國小 01:35.94

3 黃沛絨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44.98

4 廖恩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46.98

5 王錦儀 竹科實中(國小部) 01:48.29

6 林宸安 民富國小 01:50.41

7 李妍妍 舊社國小 01:56.42

8 簡佳萱 竹蓮國小 01:57.77

9 陳采彤 康橋小學 01:58.26

10 陳新妮 民富國小 01:58.36

11 曾歆倢 關東國小 01:59.06

12 張欣晨 民富國小 01:59.58

13 張淳媛 關埔國小 02:00.45

14 鄔金晶 東門國小 02:03.82

15 陳宥臻 康橋小學 02:06.16

16 張以潔 關東國小 02:10.31

17 王敏甄 康橋小學 02:10.88

18 葉千慈 民富國小 02:12.61

19 陳佳妤 北門國小 02:15.96

20 彭若瑄 關東國小 02:17.96

21 張以琪 關東國小 02:44.52

22 顏翊晴 康橋小學 02:47.65
 

第 123 項：國小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雅茜 康橋小學 01:14.99

2 陳恩憫 陽光國小 01:34.02

3 陳品諼 新竹國小 01:34.79

4 温芷崎 大庄國小 01:47.54

5 曾歆倢 關東國小 01:56.32
 

第 029 項：國小女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蘊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39.50

2 余安安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40.17

3 魏嘉君 康橋小學 02:49.10

4 許凱棣 康橋小學 02:51.81

5 林宸安 民富國小 02:52.86

6 林昕恩 康橋小學 03:02.49

7 呂幸娟 西門國小 03:06.74

8 李芯羽 陽光國小 03:13.30
 

第 051 項：國小女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蔡蘊慈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01.83

2 劉品妘 東門國小 03:13.38

3 魏嘉君 康橋小學 03:17.38

4 許凱棣 康橋小學 03: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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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1 項：國小女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5 廖恩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3:23.53 

6 陳恩憫 陽光國小 03:28.00 

7 林昕嬡 陽光國小 03:44.62 

8 陳湘云 關東國小 04:44.39 

陳湘嵐 關東國小 棄權 
 

第 131 項：國小女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許凱棣 康橋小學 05:58.29 

張以琪 關東國小 不計名 

張以潔 關東國小 不計名 
 

第 059 項：國小女子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余安安 麥宥甯 
林維恩 廖恩旋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17.02 
 

2 
黃芷妮 劉亦涵 
陳新妮 林宸安 

民富國小 02:36.11 
 

3 
陳恩憫 梁淯琌 
李芯羽 林昕嬡 

陽光國小 02:37.80 
 

4 
胡喬唯 張彧顓 
孫心閔 吳怡潔 

建功國小 02:39.67 
 

5 
陳采彤 王敏甄 
陳宥臻 陳品妤 

康橋小學 02:56.49 
 

 

第 139 項：國小女子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維恩 廖恩旋 
余安安 麥宥甯 

竹科實中(國小部) 02:44.14 
 

2 
李芯羽 梁淯琌 
陳恩憫 林昕嬡 

陽光國小 03:01.16 
 

3 
黃芷妮 陳新妮 
劉亦涵 林宸安 

民富國小 03:01.96 
 

4 
胡喬唯 張彧顓 
吳怡潔 孫心閔 

建功國小 03:05.02 
 

5 
蔡卓昀 陳采彤 
陳品妤 顏翊晴 

康橋小學 03:35.21 
 

 

第 009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魏子甯 培英國中 00:29.74 

2 王泱喬 建功國中 00:32.02 

3 陳諭潔 培英國中 00:32.60 

4 陳芊諭 虎林國中 00:32.98 

5 蔡采蓉 育賢國中 00:33.24 

6 李敏睿 三民國中 00:33.72 

7 張芸瑄 光華國中 00:33.91 

8 洪翊庭 竹科實中 00:33.93 

9 李翊菱 建功國中 00:35.22 

10 柯晴若 光武國中 00:36.93 

11 孫心予 光武國中 00:37.04 

12 蔡欣庭 培英國中 00:37.55 

13 蔡沛澐 培英國中 00:37.58 

第 009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4 鄭愷歆 竹科實中 00:39.18

15 陳品言 曙光國中 00:39.65

16 羅禕 建功國中 00:39.80
 

第 045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魏子甯 培英國中 00:34.16

2 林采妍 建功國中 00:36.94

3 麥宥湘 竹科實中 00:37.11

4 林菡育 三民國中 00:38.30

5 張芸瑄 光華國中 00:38.65

6 李敏睿 三民國中 00:40.79

7 周芯瑀 三民國中 00:41.95

8 楊于安 培英國中 00:42.22

9 蔡采蓉 育賢國中 00:42.41

10 許禕珊 三民國中 00:42.92

11 柯晴若 光武國中 00:45.37

12 鄭愷歆 竹科實中 00:45.76

13 呂語婕 竹科實中 00:52.62
 

第 109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魏子甯 培英國中 00:38.35

2 張涵茜 康橋國中 00:38.89

3 陳法瑄 建功國中 00:40.83

4 陳諭潔 培英國中 00:41.21

5 林宥里 竹科實中 00:42.46

6 洪翊庭 竹科實中 00:44.21

7 曾薏璇 南華國中 00:44.61

8 戴婗恩 光武國中 00:45.97

9 羅禕 建功國中 00:46.03

10 王泱喬 建功國中 00:46.13

11 曾薏儒 南華國中 00:47.50

12 陳采伊 康橋國中 00:48.11

13 蔡佳蓁 光武國中 00:49.40
 

第 081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林宥里 竹科實中 00:34.94

2 洪翊庭 竹科實中 00:36.20

3 楊于安 培英國中 00:36.62

4 李翊菱 建功國中 00:38.47

5 陳采伊 康橋國中 00:38.67

6 龍思豫 香山國中 00:39.40

7 戴婗恩 光武國中 00:40.90

8 李敏睿 三民國中 00:43.75

9 許禕珊 三民國中 00:43.85

10 鄭愷歆 竹科實中 00:45.12

11 陳品言 曙光國中 00:46.23

12 蔡欣庭 培英國中 00:48.05

13 黃榆涵 曙光國中 00: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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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1 項：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4 蔡佳蓁 光武國中 00:50.89 

張瑜庭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101 項：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涵茜 康橋國中 01:05.28 

2 蕭薺暄 培英國中 01:11.06 

3 林采妍 建功國中 01:11.81 

4 陳芊諭 虎林國中 01:13.31 

5 王泱喬 建功國中 01:13.62 

6 余樂樂 竹科實中 01:14.49 

7 蔡采蓉 育賢國中 01:14.87 

8 吳怡欣 建功國中 01:21.60 

9 呂語婕 竹科實中 01:36.12 
 

第 117 項：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麥宥湘 竹科實中 01:18.88 

2 林采妍 建功國中 01:19.53 

3 林菡育 三民國中 01:22.28 

4 曾珞涵 建華國中 01:23.07 

5 蕭薺暄 培英國中 01:23.93 

6 洪詠詩 竹科實中 01:24.05 

7 張芸瑄 光華國中 01:27.14 

8 余樂樂 竹科實中 01:28.55 

9 李翊菱 建功國中 01:29.22 

10 周芯瑀 三民國中 01:29.87 

11 許禕珊 三民國中 01:34.90 
 

第 017 項：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涵茜 康橋國中 01:25.02 

2 曾薏璇 南華國中 01:34.49 

3 陳諭潔 培英國中 01:35.64 

4 林宥里 竹科實中 01:35.82 

5 陳法瑄 建功國中 01:36.54 

6 戴婗恩 光武國中 01:39.92 

7 陳亮璇 曙光國中 01:40.63 

8 曾薏儒 南華國中 01:41.69 

9 林婕誼 三民國中 01:44.92 

10 羅禕 建功國中 01:46.99 

11 蔡佳蓁 光武國中 01:50.08 

12 呂語婕 竹科實中 02:10.20 

張瑜庭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125 項：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楊于安 培英國中 01:28.52 

2 龍思豫 香山國中 01:32.75 

3 鍾羽筑 竹光國中 01:37.03 

4 陳采伊 康橋國中 01:39.84 

5 吳怡欣 建功國中 01:41.84 

第 125 項：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陳品言 曙光國中 01:49.66
 

第 031 項：國中女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韓諾 竹科實中 02:28.94

2 王璥萮 竹科實中 02:39.26

3 蕭辰恩 竹科實中 02:39.76

4 陳芊諭 虎林國中 02:48.17

5 余樂樂 竹科實中 02:49.79

6 鍾羽筑 竹光國中 02:55.10

7 林婕誼 三民國中 03:23.08
 

第 023 項：國中女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麥宥湘 竹科實中 02:48.89

2 蕭薺暄 培英國中 03:00.86

3 王璥萮 竹科實中 03:01.21

4 洪詠詩 竹科實中 03:01.83

5 林菡育 三民國中 03:03.60

6 周芯瑀 三民國中 03:17.03
 

第 067 項：國中女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薏璇 南華國中 03:22.07

2 陳法瑄 建功國中 03:30.08

3 陳亮璇 曙光國中 03:35.87

4 曾薏儒 南華國中 03:36.11

5 林婕誼 三民國中 04:13.98
 

第 053 項：國中女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曾珞涵 建華國中 02:58.39

2 洪詠詩 竹科實中 03:06.51

3 鍾羽筑 竹光國中 03:13.55

4 龍思豫 香山國中 03:16.68

張瑜庭 康橋國中 棄權 
 

第 133 項：國中女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韓諾 竹科實中 05:18.84

2 王璥萮 竹科實中 05:31.61

3 蕭辰恩 竹科實中 05:32.06

4 曾珞涵 建華國中 05:35.23

5 黃榆涵 曙光國中 07:25.29
 

第 001 項：國中女子組 8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彭韓諾 竹科實中 11:11.89

2 蕭辰恩 竹科實中 11: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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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1 項：國中女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諭潔 蕭薺暄 
魏子甯 楊于安 

培英國中 04:49.88 
 

2 
李翊菱 王泱喬 
林采妍 陳法瑄 

建功國中 04:58.42 
 

3 
麥宥湘 余樂樂 
洪詠詩 林宥里 

竹科實中 04:59.78 
 

4 
林菡育 林婕誼 
李敏睿 周芯瑀 

三民國中 05:21.24 
 

5 
戴婗恩 柯晴若 
蔡佳蓁 孫心予 

光武國中 05:47.53 
 

 

第 141 項：國中女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魏子甯 陳諭潔 
楊于安 蕭薺暄 

培英國中 05:35.47 
 

2 
麥宥湘 林宥里 
洪翊庭 余樂樂 

竹科實中 05:44.39 
 

3 
林采妍 陳法瑄 
吳怡欣 李翊菱 

建功國中 06:01.72 
 

4 
周芯瑀 林婕誼 
林菡育 李敏睿 

三民國中 06:07.31 
 

5 
柯晴若 蔡佳蓁 
戴婗恩 孫心予 

光武國中 06:39.48 
 

 

第 087 項：國中女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魏子甯 陳諭潔 
蕭薺暄 楊于安 

培英國中 11:01.50 
 

2 
陳法瑄 林采妍 
王泱喬 李翊菱 

建功國中 11:15.03 
 

 

第 011 項：高中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祐菲 新竹高商 00:27.37 

2 程予佳 曙光女中 00:29.65 

3 王品蓁 新竹高工 00:29.99 

4 粘宸英 竹科實中 00:31.71 

5 施瑀 新竹女中 00:32.41 

6 莊于靚 新竹高商 00:33.43 

7 鄭詠心 新竹高商 00:34.53 

8 陳昕亞 新竹女中 00:34.90 

9 張尹方 新竹女中 00:35.19 

張妙嵐 磐石中學 棄權 

黃薇 新竹高中 棄權 
 

第 047 項：高中女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祐菲 新竹高商 00:31.58 
破大會紀錄

00:32.16

2 吳欣儒 新竹女中 00:33.76 

3 程予佳 曙光女中 00:34.63 

4 王品蓁 新竹高工 00:35.26 

5 洪詠筠 新竹女中 00:38.55 

第 047 項：高中女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6 蕭亮心 新竹高商 00:43.55

7 黃子綾 新竹高商 00:46.41

駱宜伶 香山高中 棄權 
 

第 111 項：高中女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沛儀 香山高中 00:38.73

2 李亭葦 光復中學 00:40.59

3 吳欣儒 新竹女中 00:41.14

4 莊立筠 新竹女中 00:43.64

5 張尹方 新竹女中 00:47.78

6 黃子綾 新竹高商 00:47.81

7 陳佩均 曙光女中 00:48.72

8 鄭詠心 新竹高商 00:49.43

曾韻臻 竹科實中 棄權 
 

第 083 項：高中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苡溱 建功高中 00:32.58

2 程予佳 曙光女中 00:32.61

3 黃子怡 成德高中 00:32.90

4 施瑀 新竹女中 00:37.16

5 莊立筠 新竹女中 00:37.72

6 曾韻臻 竹科實中 00:47.12

邱于綸 曙光女中 請假 
 

第 103 項：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粘宸英 竹科實中 01:09.92

2 施瑀 新竹女中 01:12.83

3 張尹方 新竹女中 01:17.69

4 陳昕亞 新竹女中 01:18.63

5 蕭亮心 新竹高商 01:37.24
 

第 119 項：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廖祐菲 新竹高商 01:07.82
破大會紀錄

01:11.20

2 陳苡溱 建功高中 01:15.19

3 吳欣儒 新竹女中 01:16.67

4 洪詠筠 新竹女中 01:25.32

5 蕭亮心 新竹高商 01:41.92

黃宜筠 新竹女中 請假 

駱宜伶 香山高中 棄權 
 

第 019 項：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沛儀 香山高中 01:22.00

2 李亭葦 光復中學 01:29.59

3 陳佩均 曙光女中 01:49.35

4 黃子綾 新竹高商 01:50.09

5 曾韻臻 竹科實中 0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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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 項：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邱于綸 曙光女中 01:25.81 

張妙嵐 磐石中學 棄權 
 

第 033 項：高中女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粘宸英 竹科實中 02:34.21 

2 邱于綸 曙光女中 02:41.52 

3 陳昕亞 新竹女中 02:54.94 
 

第 025 項：高中女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陳苡溱 建功高中 02:46.39 

2 洪詠筠 新竹女中 03:06.89 

駱宜伶 香山高中 棄權 
 

第 069 項：高中女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沛儀 香山高中 02:54.96 

2 李亭葦 光復中學 03:15.97 

3 莊于靚 新竹高商 03:45.90 

4 鄭詠心 新竹高商 04:02.83 
 

第 055 項：高中女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子怡 成德高中 02:35.78 
 

第 135 項：高中女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于靚 新竹高商 06:06.27 
 

第 095 項：高中女子組 15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子怡 成德高中 18:35.30 
 

第 063 項：高中女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莊立筠 張尹方 
陳昕亞 吳欣儒 

新竹女中 05:05.69 
 

2 
廖祐菲 黃子綾 
蕭亮心 莊于靚 

新竹高商 05:35.09 
第一棒 01:00.10
破 100 自

01:00:11 紀錄

 

第 143 項：高中女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洪詠筠 莊立筠 
施瑀 陳昕亞 

新竹女中 05:54.95 
 

2 
廖祐菲 黃子綾 
莊于靚 鄭詠心 

新竹高商 06:01.24 
第一棒 01:08.13
破 100 仰

01:11:20 紀錄

 

第 089 項：高中女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洪詠筠 張尹方 
吳欣儒 施瑀 

新竹女中 11:44.91 
 

 

第 013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宥彤 交通大學 00:27.84
破大會紀錄

00:27.85

2 莊宥綺 清華大學 00:29.37

3 王怡淨 清華大學 00:29.56

4 蕭珈諭 北區區公所 00:30.04

5 胡童唯 東區公所 00:33.30

6 李沛恩 清華大學 00:41.62

羅文韻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049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5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衍均 北區區公所 00:35.42

2 王怡淨 清華大學 00:36.80

3 胡童唯 東區公所 00:41.45

4 李律儀 清華大學 00:44.97
 

第 113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5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莉穎 交通大學 00:37.95

2 莊宥綺 清華大學 00:39.70

3 張雅筑 東區公所 00:42.25
 

第 08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宥彤 交通大學 00:29.95
破大會紀錄

00:30.43

2 莊宥綺 清華大學 00:31.00

3 蕭珈諭 北區區公所 00:32.65

4 胡童唯 東區公所 00:39.61

楊雅雲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10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蕭珈諭 北區區公所 01:05.63

2 張雅筑 東區公所 01:10.42

3 王云楨 香山區公所 01:12.27

4 鄭函以 交通大學 01:16.37

羅文韻 清華大學 請假 

蔡懷琦 交通大學 請假 
 

第 121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1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衍均 北區區公所 01:17.67

2 李律儀 清華大學 01:36.93

蔡懷琦 交通大學 請假 
 

第 021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1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張雅筑 東區公所 01:32.23

2 鄭函以 交通大學 01: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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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9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云楨 香山區公所 01:19.01 

楊雅雲 清華大學 棄權 
 

第 03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云楨 香山區公所 02:38.48 

2 鄭函以 交通大學 02:55.92 
 

第 027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200 公尺仰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賴衍均 北區區公所 02:52.48 
 

第 071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200 公尺蛙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朱莉穎 交通大學 03:01.47 違規 
 

第 057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朱莉穎 交通大學 02:35.29 

蔡懷琦 交通大學 請假 
 

第 137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黃詠欣 清華大學 06:20.94 
 

第 00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8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怡淨 清華大學 10:18.08 

李律儀 清華大學 -1:-1.20 違規 

黃詠欣 清華大學 請假 
 

第 097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1500 公尺自由式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李宥彤 交通大學 21:27.41 

黃詠欣 清華大學 違規 
 

第 06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怡淨 李沛恩 
李律儀 莊宥綺 

清華大學 05:15.86 
 

交通大學 請假 
 

第 145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怡淨 李律儀 
莊宥綺 黃詠欣 

清華大學 05:46.37 
 

交通大學 請假 
 

第 091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1 
王怡淨 李沛恩 
李律儀 莊宥綺 

清華大學 12:04.71 
 

第 091 項：大專社會女子組 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備註 

交通大學 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