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名稱 領隊教練姓名 選手名冊

1 北體OB 陳其松 陳其松
2 吳定謙 吳智偉 吳定謙
3 快樂鯨豚 謝弘昇 謝弘昇、謝佳芸
4 黃一婷 黃一婷
5 沈旻喆 沈旻喆
6 魚兒魚兒水中游 馮玉裕 黃柏棟、李麗香
7 台北市社子國小 黃健峰 林子庭、華家煒
8 蔡皓宇 蔡皓宇

9 三重一三五早泳隊 湯學莉

正山堯、王中天、洪建輝、林明清、郭

彥麟、彭朝鐘、劉育任、張愛、凡瑪

莎、王伶瑜、林妏容
10 埔里牛耳藝術渡假村 林義欽 林義欽
11 TAS 許書獻 林兆媛、林兆安

12 波濤兇泳 謝俊傑

吳政言、劉新嶼、朱永達、葉昌濬、謝

俊傑、山本祐司 、陳善倫、陳于忠、林

國揚、何崢涵、陳誼樺、嚴紫菁、黃詩

琇、謝昕芸、蔡鳳怡
13 獎品獵人 梁慶儀、于華、林柏廷、孫弘

14 逢甲新手村 呂仁理

尤信尊、陳德駿、陳睿霖、呂仁理、彭

少韋、夏安信、陳鐸震、江明盛、魏士

紘、張家偉、曾喜偉、李承翰、傅靖

紘、劉泓甫、湯學莉、林雅雯、莊雪

冰、王維孺、陳莉蓉



15 HOPE 韓立翔 林柏漢
16 魚兒魚兒水中游 馮玉裕 鄭瑞峰
17 Hope泳訓 韓立翔 謝智皓、黃資甯

18 普刺客次普刺客 蕭業家

梁森泉、李作文、林俊穎、陳冠嘉、左

皓文、蕭業家、林俊偉、羅紹邕、李昕

瑜、賴郁文、蔡佳臻、蕭業庭
19 天兵 I 隊 陳益明 陳益明、林慧媛、陳竑睿
20 個人參賽 蔡翔亦
21 玉里國小 鄭吟豪 鄭吟豪、鄭翔予、鄭安希
22 SJU 陳怡仲 黃淯聖
23 長庚泳隊 林子勛 賴筱晴、嚴一、陳冠銘、郭奕均

24 光榮國中 吳紹瑄、羅欽元

蔡竤逸、賴正邦、蔡弦佑、林書楷、陳

宣穎、陳文宇、周采穎、楊雅雲、楊琇

惠、楊智媛、賴予婕、藍奕峰、蔡劭

儀、林佑承、張弘易、陳思卉、蔡昕

妤、江芷妍、林瑋芃、張純嘉、林秉

澤、江宸宇、黃培禎、李宜臻、周佳

縈、陳硯筠、林浩玄、李宜瑾、林若錡

25 碇內國小 郭菲蔓

王少宇、張宥勛、楊智齊、歐友倫、王

學裕、陳毓澤、陳奕劭、陳郁琳、王靖

瑜、謝芷琳、馬翊姍、陳祈禎、郭宸

妤、郭芸瑄、葉欣妤
26 廖詠妍 陳毅 廖詠妍
27 蔡昕真 蔡昕真



28 個人-黃煦恩 黃星善 黃暘恩、黃煦恩

29 新店鯊魚泳隊 楊騰淯
林宇廉、徐境晨、高子然、黃敏、張

芊、陳雅惠、蕭經惠、吳詠琳、楊騰淯
30 永康勝利 陳怡君 陳雨葳、陳倚杉

31 中央老頭 雷皓然
雷皓然、沈柏翰、韓君實、陳聖方、郭

秀娟
32 秀朗泳將 陳斐曦 陳弘軒

33 台北市石牌國小 林禹任
王怡婕、王禹壬、趙振軒、趙婕涵、吳

昕柔、吳昕亮、翟玉軒
34 張語恩  張語軒 張語恩、張語軒

35 不甘寂寞上班族 莊茹驛

洪翊云、張裕銓、莊仕吉、黃貫綸、莊

茹驛、余岳庭、磨鈺中、施雨農、王詩

菱、洪琪穎
36 潭美國小 徐錦鳳 徐巧蓁

37 明湖手先抵達隊 袁家祥
張邵捷、蔡岳倫、程禾凱、吳亭翰、何

承澄、陳泳佑、郭諮庭、林雅婕
38 個人 黃欣恩

39 蓬萊國小 黃愷婕、杜承勳
楊祐宸、楊逢寬、蘇宥丞、柯睿、陳彥

程、王瑀憶、劉齊睿、林哲維、李秉學
40 吳宗翰 吳宗翰
41 阿禮家族 陳松禮 陳莛富、陳品學
42 北投國小 葉子灝



43 老松國小游泳隊 王振聲

賴劭寧、江宜璇、江恩曦、林佑霆、江

妍曦、江芯葶、連盈涵、歐周佩宜、林

芷伊、許智翔、賴劭齊、鄭又禎、楊凱

杰、林治均

44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鄭國輝

張濬泓、林君翰、邱威連、張韶琦、楊

士賢、吳承維、張竣哲、張雲哲、鄭國

輝、張哲瑋
45 王妡渘 王妡渘
46 林士翔 林士翔 林士翔
47 台大醫鯊 龍俊名、李秉洋、呂季紘、陳弘之
48 陳奕凡 陳怡仲 陳奕凡
49 陳威愷 陳威愷

50 康橋國際學校 陳志杰、吳庭妤

夏秉心、劉桂鳴、蔡沛妘、劉宇、李思

嫻、陳彥甯、林子淵、夏是則、陳冠

瑋、陳柏諭、廖昱喬、鄭元喜、蔡沛

辰、江宜蔚、張瑜庭、陳星頤
51 Fanatic-Schwimmen 朱佑軒 朱佑軒、楊斯展、劉可萱、吳承翰
52 海豹泳隊 張家杭 吳睿嬛

53 台北科大 周峻忠
洪常譯、任子健、吳奕欣、張雅媃、張

家峻、黃祐均



54 新北市中和國小
領隊：劉能賢

教練：柯喬譯

涂廷緯、孟憲力、鄭昱謙、龐睿宇、劉

謹慈、羅友芊、林文翊、蔡睿紘、鄭昱

誠、涂哲愷、林祈安、吳康睿、陳贊

閔、林以恩、馮昱齊、黃閩慧、李宇

凡、林庭妤、黃睿珅

55 采堤濱江館 陳緯
劉芯妤、許晴雯、翁綺蔓、王柏允、王

柏元、許鈞翔

56 民生國中 李世傑

王奕鈞、簡劭宇、莊程翔、徐震中、曾

茂源、應子安、陳宣妤、王耀毅、蔡鎧

州、曾立勳、周正耘、李世傑、林以安
57 劉品岑 劉品岑
58 自由隊 詹曜郎
59 桃園鯊魚泳隊 陳柔涵 許嘉恩、潘小元
60 徐于心 徐于心

61 蘆洲區體育會游泳委員會 黃國峰

周子翔、陳廷軒、張棋荏、陳嘉文、陳

安迪、林德晉、吳政憲、張智淵、林仙

火、賴彥任、賴彥丞、杜鴻志、周向

明、黃武雄、黃順鉅、黃國峰、陳銘

得、周子茵、劉純良、鄭娜、陳敏、朱

一馨
62 曹夆瑋 曹蔚恆 曹夆瑋

63 泳競大台

許銘珊、許家瑜、鄭丞予、廖文婕、徐

溱鍈、蔡輔安、廖禹彥、曾柏鈞、吳如

雄、洪于鈞、張一凡、楊鈞堯



64 張鎮坤, 張智傑 張鎮坤 張鎮坤、張智傑

65 S.Wing游泳隊 黃建中

徐傳玗、徐傳恩、臧翰、劉景閎、陳禹

徹、張祐郡、林育斌、黃沛慈、唐佑

誠、蔡競中、陳冠翰、王楷翔、黃建

中、林憲駿

66 內湖國小 黃建中

馬聿恆、馬聿璇、謝旻珈、呂紹瑄、楊

恩睿、李韋呈、吳柏均、林辰豫、林禹

佑

67 吳興國小

領隊：鄭福來

教練：黃耀彬、

劉家德

陳琦雯、孫瑞隆、廖韋翰、曹勁宇、劉

芳境、王耀慶、王立翔、曹香涵、曾子

宜、楊偲諒、周宜臻、陳冠銓、蔡皓

崴、張准榗、呂孟峋、呂柏毅、邱子

芸、陳艾、陳又瑄、方苙羽、王立妃、

黃佳雯、陳許嫕旭、梁紫錡、陳衍脩、

方莛涵、羅詠恩、溫楚庭
68 林震傑 林震傑
69 更寮國小 陳正鴻 楊詠甯
70 蘆洲國中 朱時儀 朱婉婷

71 有人泳帽掉了 郭冠廷

郭冠廷、陳晉融、劉峻榮、呂昱霆、賴

宣妤、王瑞瑜、張弼翔、楊尚珉、廖君

圃
72 吳宛樺 吳宛樺



73 台北市博愛國小 顏崇偉

鍾欣儒、胡祐嘉、林玟均、黃詩云、鍾

欣倫、鄧文綺、李欣垣、楊鈞皓、顏睿

謙、高浩倫、陳禹宏、胡祐誠、彭韋達

74 文山運動中心游泳隊 謝華珈

文祥謙、呂宜憲、王玟喬、黃睿騰、柯

依岑、莊文慈、李思霈、辜瑜荃、吳森

洋、仇紀穎、仇靖雯、柯奇宏、蘇莞

淳、羅謙紹、鄭楷薰、阮定康、呂宜

澄、陳建祥、鄭筠臻、龍信、洪健庭、

趙澤之、文翔語、呂宜叡、吳璜、吳之

羲
75 7Fever 吳柏威 吳柏威、周榆浚、陳知謙、高武凡
76 飛魚游泳隊 葉怡初 楊禮安

77 雙和少泳 張曾榮

甘泳承、黃宥恩、游子鋌、游子瑢、吳

易庭、甘宗浚、黃宥鈞、李杰修、曾趙

又霆、曾趙子勛、吳奕昕
78 李䒟嫈 李䒟嫈

79 中央游泳隊
石陸安、楊天毅、黃琮閔、李昀潔、陳

嘉宏、劉又瑋、何宗揚、楊詠荃
80 秀朗小飛魚 陳怡仲 李冠頡、李沂錚
81 興雅國小 孫孟君 潘宣穎
82 北市光復國小 王智琦 高紫軒
83 東門國小 吳橞淂 林靚翧



84 猥瑣慾危隊 李澔

吳延東、盛以和、何家翔、秦漢宇、郭

玟琪、鄧苡辰、李澔、王御維、唐英

哲、呂學翰、陳冠吟、黃照軒

85 六小福 林永
侯瑞哲、黃昱睿、陳秉璿、沈宥岑、林

永、卓本軒
86 土城少泳隊 黃啟湧 謝穗娟、呂紹清、賴聰耀、陳彥榮
87 喇賽泳隊 陳信樺 黃謙華、劉承翰、盧威志
88 謝丞寬 謝宗澤 謝丞寬
89 北市仁愛國中 曾昱誠 林祐安
90 水曜休閒 蔡洪章 陳世軒
91 富士全錄隊 陳勃宇、莊仁和、楊文毓、柯佳秀

92 南港高中 劉葳蕤
洪潔瑜、方少桐、洪本翰、林書宇、廖

胤甯、何錦濤、歐俐伽、鄒家琪
93 黃育騰 黃育騰

94 吸水巾隊 陳代聖

陳代聖、程雍舜、林盟凱、黃晨易、康

豪、施柏爾、田晴、阮靖雅、、林建

良、劉家德、夏瑄佑、賴翊民、陳世

約、吳睿豐、吳芸蓁、陳子懿、陳宥

安、歐峻廷、康文瑞

95 新生國小

王崇宇、田樂翔、李弘宇、林宇辰、李

威呈、葉相準、高猷恩、林思羽、龔筠

晴、黃翊棠、賴禹佑
96 棒棒糖 蘇鴻斌 蘇鴻斌、賴淑惠、蘇芮儀
97 秀朗國小 王瑋婷 鄒瑋倫



98 洛德少泳 吳正文

任浤愷、任浤齊、鄭建薇、鄭咏杰、石

書瑋、閻冠霖、唐晏蕌、莊鈞清、黃宥

琪、林旻秀、林家儀、陳榕姿、鄭咏

欣、耿一采、吳昱廷、嚴洋洋、范姜妤

真、張弈康、張弈宥、韓岱鴒、藍婉

瑜、獅給拉嫫、林心愉、嚴盈盈、鄔艾

穎、鄔季穎、徐銘陽

99 洛德少泳2隊 吳正文
張軒綸、薛宇森、周禾融、蔡忻岑、徐

浩軒、吳昱成、莊鈞朋、張隽弈

100 溪口(SKPS) 謝侑霖

邱安佑、邱弘毅、葉萌、陳箴、謝采

穎、陳琦恩、范振昊、林弘傑、徐浩

智、高橋一之助
101 海汕前進 徐易男 徐楷評
102 Yi Fang Kao 溫宇捷 Yi Fang Kao

103 交大泳隊 巫慧萍

侯安遠、羅頌光、賴偉正、李倞、陳柚

亘、黃昱銘、周煥然、范育銓、蔡易

洵、刁序恆、盧峜翰、柏安倫、蕭崇

源、洪晨皓、張芳語、黎宏琳、林芷

茜、徐藝甄
104 慶菜 林冠廷、林冠甫

105 溼答答獅 張書瑋
任傑、朱沐仁、陳郁旻、邵薇、劉聿

彣、吳思儒
106 北市福星國小 邱翊庭 楊庭宜、楊晏宜
107 王靖崴 王靖崴



108 陳信宏 / 陳信堯 游睿剛 陳信堯、陳信宏

109
臺北青年少泳-永和運動

中心
李克中

趙得倫、史承以、謝羽泓、林冠緯、林

威逸、王郁傑、王郁昇、陳均宏、陳咨

蕎
110 國北教實小 邱丕嵐、陳慶鴻 劉子瑄
111 謝耀年 謝耀年
112 李昀容 李昀容
113 黃郁憶 郭明忠 黃郁憶
114 劉高鳴 劉高鳴

115 金華國中 王春生

葉承憲、劉向昕、葉宗嘉、陳苑峰、賴

哲安、陳柏礽、李弘之、胡瑋倫、詹書

維、盧冠諺、周子鈞

116 自強早泳會 趙駿業

李銘禧、張伯丞、林進祿、周宗正、林

啓濤、張鈞晃、蔡明儒、高任瑩、林麗

花、吳奎億、林忠亮、陳卓凡、徐國

証、曾德壬、韓勇良、趙駿業、陳怡潔
117 魏敏淳 魏敏淳

118 台北市大安運動中心 劉桂香

郭維謀、郭語曜、朱皓伸、張友棠、張

友棣、孫惟岷、孫惟忠、吳學樂、郭晉

輔、陳俊安、劉語涵、沈思妍、翁嘉圻
119 謝孟輯 謝孟輯



120 復興好棒棒 楊其峰、李岱蓉

楊兆琳、林澤棟、林澤秉、馮海亭、林

煒哲、林暐智、陳亮維、劉晁東、陳俊

穎、游亮璿、馬鈴莉 、鄭沁恩、林育

慈、陳聿陞、卓鉞、王邦熹、王邦碩、

邱哲偉、董靖、莊晴安、呂冠樺、王俐

人
121 致理科大 羅如琉 魏麟蘋
122 謝宗翰 謝宗翰
123 林聖芬 林聖芬 林聖芬

124 傑羽 張崇玲

徐逸君、高健銘、張崇玲、林柏全、魏

志恆、歐陽士煌、杜皆興、黃庭敏、許

膺廷、張濬、林暉茗
125 林思妤 林思妤

126 楊明競泳 彭筱茜

陳鍵中、蕭丞佑、蕭丞恩、林璿德、阮

豐翗、盧邱鎧、蔡孟言、阮豐翔、李驊

恩、黃千瑜、鄧佩芸、古芷芸、黃馨

褕、林礽倩

127 世清少泳A 周裕閔

葉柏辰、李妍萱、李宥恩、曾楚晴、余

梓云、張宇鎧、林上琦、高碩辰、劉怡

辰

128 世清少泳B 周裕閔
許力文、高碩亨、林泰宏、陳采楨、余

可筠



129 大安國小A
宋怡潔、楊淳

均、林于竣

蔡孟谷、蔡允中、陳信宇、黃筠倢、林

恩杰、蘇上紘、簡振旭、曾于宸、洪士

膺、張紫纓、翁卉珊、曾丞陽

130 大安國小B
宋怡潔、楊淳

均、林于竣

徐緯、吳侑紘、林傳逸、陳祺濬、邱岑

琳、蔡宇峰、陳威宏、黃郁善、張彥倫

131 大安國小C
宋怡潔、楊淳

均、林于竣

劉宜霏、方馨霈、邱顯鑫、黃澤宇、陳

鼎一、何品佑、吳宸宇、劉威德、陳家

澤、陳寬、劉慕主、袁德謙、陳思安

132 永吉國中培訓班 邱誌明

鄭裕恆、彭柏深、劉丞恩、邱緯均、鄭

佩珊、宋欣璟、宋承璟、莫庭睿、曾信

弘、范晴雯、范志陽
133 台北市健康國小 楊聖軍
134 薛禹德/王威翔 薛禹德、王威翔 薛禹德、王威翔

135
水中教練協會_大家來游

泳
高銘良

許淑瑛、黃烽榮、林亮君、范容鈴、高

銘良、戴怡如、蕭雯禎、薛朋妍、林念

荷、吳依吟、李靜雯、羅春梅、梁惠

傑、廖敏翔

136
水中教練協會_大家來游

泳_第二隊
高銘良 魏郁哲

137
松江救生 我游很慢 快來

追我
高銘良 焦志文、林健鴻、陳俊愿、劉棋星

138
臺北市運動推廣協會 香香

隊
高銘良 郭佩青、劉羽柔、陳美婷、游詠淇

139 冠宇泳隊 陳冠宇 陳奎佑、陳宥里



140 黃冠瑋 黃冠瑋

141 臺北市萬興國小A

楊智善、李逸

翔、陳柏榮、蕭

宇成、金珮穎

王若宇、許宸瑋、許令、廖品勳、王淳

安、陳彥綺、翁裕渟、曾豊雅、陳可

容、游子靚、洪子甯、張芷瑄、陳宣

儒、陳宥竹、陳可卿

142 臺北市萬興國小B

楊智善、李逸

翔、陳柏榮、蕭

宇成、金珮穎

張恩理、張義理、林若水、李紘祐、盧

品丞、洪 震、洪子允、劉芮慈、王若琳

143 徐睿鴻 徐睿鴻
144 蔡豐旭 蔡豐旭
145 育賢國中 范裕鴻 范正憲
146 雲林游家姐弟隊 鄭慈容 游杰叡、游雨璇
147 陳芃卉 陳正鴻 陳芃卉
148 張曜越 張曜越
149 蘭雅國中 林慧玲 黃頌文



150 鷹萬游泳學苑 林德晉

陳靖雯、陳聿喬、包雨潼、吳易家、謝

忻彤、邱冠豪、龔竟程、許展綸、蔡礎

陽、焦子果、李軒、李睿、吳芊逸、曹

筠婕、張閔媃、張喬瑄、潘聖忻、張少

澤、鄭祐安、黃浩霖、黃景怡、蔡承

燁、張景翔、沈揚軒、林柏宇、廖憶

瑄、王柏程、周庭宇、梁詠筌、石雨

菲、崔碩恩、吳晨瑄、吳翊瑄、蔡心

柔、張博閔、詹子儀、廖文嘉、黃俊

瑋、黃俊睿、李承翰、杜瓔、郭柏廷、

蕭翔育
151 吳思雁 吳思雁 吳思雁、鄭凱晉
152 松山運動中心 廖淑娟 張齊峻、苗予寬
153 台北市民 陳品慈 闕狀吉
154 張丞寬 張維晃 張丞寬
155 劉昊予 劉昊予

156 明湖_白隊
陳逸民、曾筱

盈、袁家祥

李思賢、黃俁庭、湯宏宇、黃澤為、李

若晴、陳靖昀、許孟葦、吳函蓉

157 明湖_紅隊
陳逸民、曾筱

盈、袁家祥

楊博鈞、廖呈哲、陳子泓、邱宇漢、江

宜懃、劉宛瑈、黃宣瑜、陳伊姍、李翊

中、袁家祥
158 王建穎 王建穎 王建穎
159 羅東高工 楊瑞耀 李堉誠
160 信義之星 劉柏余、林韋忠、林旻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