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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賽道 

項目

編號 項目 姓名 單位 

1 一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林威廷 輔大 

1 二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蔡景武 中國中醫 

1 三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鍾曜任 陽明 

1 四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黃世惠 長庚 

1 五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許靖承 輔大 

1 六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吳明軒 中山醫 

1 七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李昆霖 中山醫 

1 八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王登冠 長庚 

2 一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黃冠堯 臺大 

2 二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賴興華 高醫 

2 三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黃品璁 高醫 

2 四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游沅叡 臺大 

2 五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歐陽德 中國中醫 

2 六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吳尚儒 高醫 

2 七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陳彥錚 高醫 

2 八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黃麒翰 陽明 

3 一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黃敬晏 長庚 

3 二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林育安 中國醫 

3 三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李宗叡 成大 

3 四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周煜倫 中國醫 

3 五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陳宣安 慈濟 

3 六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蔡承儒 中國中醫 

3 七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林柏任 臺大 

3 八 1 男子 200M 自由式 鄭經倫 臺大 

4 二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江紫涵 陽明 

4 三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陳泳瑄 高醫 

4 四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林靖淳 高醫 

4 五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郭惠茹 慈濟 

4 六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黃翊晴 輔大 

5 二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張家瑜 輔大 

5 三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馬一心 臺大 

5 四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嚴競儀 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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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宋子萱 成大 

5 六 2 女子 200M 自由式 許瓊如 臺大 

6 一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6 二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吳智中、林敬堯、劉安哲、黃博嵩 國防 

6 三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黃品璁、李柏瀚、陳鼎皓、林信宏 高醫 A 

6 四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徐浩翔、黃奕維、謝昀樵、江樸田、林其賢、蔡

炫錡、鄭經倫、張家瑞 臺大 A 

6 五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陳青郁、李柏昕、李明儒、李宗叡 成大 A 

6 六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林毅、黃敬晏、蔡孟桓、林恆毅 長庚 

6 七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李浩、林洋

正、劉本楙、林暉恩 北醫 

6 八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蔡景武、蔡承儒、歐陽德、江萬里 中國中醫 

7 一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吳明軒、古崇顥、許大立、李元肇 中山醫 B 

7 二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史育通、陳泓毓、李孟儒、高維廷 成大 B 

7 三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黃昱翔、黃麒翰、王令維、蘇彥通 陽明 

7 四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王柏舜、葉淨元、林柏任、黃常銘、謝松霖、王

舒荻、黃冠堯、劉大維 臺大 B 

7 五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陳宣安、陳威仰、廖建為、倪紹之 慈濟 

7 六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何治廷、李儒憲、許靖承、池信緯 輔大 

7 七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盧俊翰、王至堅、蕭力行、李昀儒 高醫 B 

7 八 3 男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俞彥丞、葉宸維、李可文、林育安 中國醫 

8 二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邵芷萱、陳妍妤、陳敏碩、郭惠茹 慈濟 

8 三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方毓琦、邱莉雯、張介禹、陳子寧 高醫 

8 四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莊雯琇、徐佩伶、周盈吟、陳旻恩 中國中醫 A 

8 五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李柔穎、田羽彤、王欣怡、黃紅箋、黃易欣、戴

琦、陳彥蓉 北醫 

8 六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王晴瑩、胡湘微、宋子萱、丁若晨 成大 

8 七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商詠如、shelly、莊惠如、吳中甯 高醫 

9 二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林美辰、王千恩、張薇喬、廖宇晨 中國中醫 B 

9 三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陸曉虹、黃筱甯、李宛倩、馬一心、許瓊如、高

子甯 臺大 

9 四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施沐姍、呂羽婷、孔祥珂、賀軒辰 中山醫 

9 五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劉俐晴、郭思妤、陳潔儀、王韻涵 國防 

9 六 4 女子 200M 自由式接力 葉采衢、林庭瑋、江紫涵、徐維彤 陽明 

10 一 5 男子 50M 蛙式 許大千 中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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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 5 男子 50M 蛙式 王舒荻 臺大 

10 三 5 男子 50M 蛙式 陳品均 慈濟 

10 四 5 男子 50M 蛙式 倪紹之 慈濟 

10 五 5 男子 50M 蛙式 吳秉哲 臺大 

10 六 5 男子 50M 蛙式 廖建為 慈濟 

10 七 5 男子 50M 蛙式 林家興 成大 

10 八 5 男子 50M 蛙式 陳柏偉 中山醫 

11 一 5 男子 50M 蛙式 蘇偉翔 中山醫 

11 二 5 男子 50M 蛙式 李見賢 高醫 

11 三 5 男子 50M 蛙式 薛文豪 高醫 

11 四 5 男子 50M 蛙式 李元肇 中山醫 

11 五 5 男子 50M 蛙式 葉宸維 中國醫 

11 六 5 男子 50M 蛙式 曾冠華 高醫 

11 七 5 男子 50M 蛙式 盧思遠 中山醫 

11 八 5 男子 50M 蛙式 洪侊增 長庚 

12 一 5 男子 50M 蛙式 林靖淳 輔大 

12 二 5 男子 50M 蛙式 鍾曜任 陽明 

12 三 5 男子 50M 蛙式 顏柏昌 中國醫 

12 四 5 男子 50M 蛙式 盧俊翰 高醫 

12 五 5 男子 50M 蛙式 林洋正 北醫 

12 六 5 男子 50M 蛙式 李昀儒 高醫 

12 七 5 男子 50M 蛙式 白馥源 中山醫 

12 八 5 男子 50M 蛙式 陳昭憲 中國中醫 

13 二 5 男子 50M 蛙式 陳冠宇 中國醫 

13 三 5 男子 50M 蛙式 劉大維 臺大 

13 四 5 男子 50M 蛙式 黃聖涵 高醫 

13 五 5 男子 50M 蛙式 宋文瑋 中山醫 

13 六 5 男子 50M 蛙式 何逸群 陽明 

13 七 5 男子 50M 蛙式 胡恭翊 陽明 

14 二 5 男子 50M 蛙式 謝佶達 中國醫 

14 三 5 男子 50M 蛙式 郭曰誠 輔大 

14 四 5 男子 50M 蛙式 王柏舜 臺大 

14 五 5 男子 50M 蛙式 高敬翔 國防 

14 六 5 男子 50M 蛙式 吳昱儒 中國醫 

15 一 6 女子 50M 蛙式 邱莉雯 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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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 6 女子 50M 蛙式 張薇喬 中國中醫 

15 三 6 女子 50M 蛙式 李廷慧 高醫 

15 四 6 女子 50M 蛙式 鄺美瑩 中國醫 

15 五 6 女子 50M 蛙式 曾婷絹 中山醫 

15 六 6 女子 50M 蛙式 商詠茹 高醫 

15 七 6 女子 50M 蛙式 廖宇晨 中國中醫 

15 八 6 女子 50M 蛙式 賀軒辰 中山醫 

16 一 6 女子 50M 蛙式 呂宛頤 中國醫 

16 二 6 女子 50M 蛙式 奚婕寧 中國醫 

16 三 6 女子 50M 蛙式 陳怡儒 中國醫 

16 四 6 女子 50M 蛙式 田羽彤 北醫 

16 五 6 女子 50M 蛙式 陳彥蓉 北醫 

16 六 6 女子 50M 蛙式 陳韻羽 中國醫 

16 七 6 女子 50M 蛙式 高子甯 臺大 

16 八 6 女子 50M 蛙式 周依文 長庚 

17 一 6 女子 50M 蛙式 楊雅心 中國中醫 

17 二 6 女子 50M 蛙式 陳妍妤 慈濟 

17 三 6 女子 50M 蛙式 陳潔儀 國防 

17 四 6 女子 50M 蛙式 何奕儒 臺大 

17 五 6 女子 50M 蛙式 許瓊如 臺大 

17 六 6 女子 50M 蛙式 王韻涵 國防 

17 七 6 女子 50M 蛙式 黃詩涵 成大 

18 二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18 三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陳尹儒、李宗叡、李明儒、高維廷 成大 

18 四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謝沛峰、劉大維、葉淨元、黃柏達、蔡炫錡 台大 B 

18 五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林敬堯、林宏翰、吳智中、高敬翔 國防 

18 六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王令維、林侃、呂怡勤、黃昱翔 陽明 

19 二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吳尚儒、林均、林信宏、陳鼎皓 高醫 

19 三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許大立、李元肇、古崇顥、吳明軒 中山醫 B 

19 四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徐浩翔、黃常銘、王柏舜、江樸田、謝松霖 台大 A 

19 五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李浩、林洋

正、劉本㮊、林暉恩 北醫 

19 六 7 男子 200 蝶式接力 許欣儒 俞彥丞 周煜倫 李可文 中國醫 

20 二 8 女子 50M 仰式 徐佩伶 中國中醫 

20 三 8 女子 50M 仰式 吳中甯 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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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四 8 女子 50M 仰式 丁筠 中國醫 

20 五 8 女子 50M 仰式 張介禹 高醫 

20 六 8 女子 50M 仰式 余佳穎 中山醫 

20 七 8 女子 50M 仰式 商詠茹 高醫 

21 二 8 女子 50M 仰式 陳敏碩 慈濟 

21 三 8 女子 50M 仰式 宋子萱 成大 

21 四 8 女子 50M 仰式 劉俐晴 國防 

21 五 8 女子 50M 仰式 李柔穎 北醫 

21 六 8 女子 50M 仰式 林琬錡 長庚 

21 七 8 女子 50M 仰式 莊雯琇 中國中醫 

22 一 9 男子 50M 仰式 劉義君 高醫 

22 二 9 男子 50M 仰式 蔡定融 中國醫 

22 三 9 男子 50M 仰式 林柏任 台大 

22 四 9 男子 50M 仰式 陳威仰 慈濟 

22 五 9 男子 50M 仰式 黃奕維 台大 

22 六 9 男子 50M 仰式 王舒荻 台大 

22 七 9 男子 50M 仰式 葉宸維 中國醫 

22 八 9 男子 50M 仰式 田耘 輔大 

23 一 9 男子 50M 仰式 許大立 中山醫 

23 二 9 男子 50M 仰式 張晉瑜 長庚 

23 三 9 男子 50M 仰式 溫竣凱 中山醫 

23 四 9 男子 50M 仰式 林敬堯 國防 

23 五 9 男子 50M 仰式 江恒毅 北醫 

23 六 9 男子 50M 仰式 陳青郁 成大 

23 七 9 男子 50M 仰式 陳柏翰 北醫 

24 一 10 女子 100M 蝶式 林美辰 中國中醫 

24 二 10 女子 100M 蝶式 胡湘微 成大 

24 三 10 女子 100M 蝶式 陳子寧 高醫 

24 四 10 女子 100M 蝶式 戴琦 北醫 

24 五 10 女子 100M 蝶式 王晴瑩 成大 

24 六 10 女子 100M 蝶式 陸曉虹 臺大 

24 七 10 女子 100M 蝶式 李廷慧 高醫 

25 一 11 男子 100M 蝶式 史育通 成大 

25 二 11 男子 100M 蝶式 蔡承儒 中國中醫 

25 三 11 男子 100M 蝶式 許欣儒 中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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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四 11 男子 100M 蝶式 蔡孟桓 長庚 

25 五 11 男子 100M 蝶式 周煜倫 中國醫 

25 六 11 男子 100M 蝶式 吳定軒 北醫 

25 七 11 男子 100M 蝶式 謝沛峰 臺大 

26 二 11 男子 100M 蝶式 陳鼎皓 高醫 

26 三 11 男子 100M 蝶式 張晉瑜 長庚 

26 四 11 男子 100M 蝶式 徐浩翔 臺大 

26 五 11 男子 100M 蝶式 林佑璉 中山醫 

26 六 11 男子 100M 蝶式 黃常銘 臺大 

26 七 11 男子 100M 蝶式 林宏翰 國防 

27 二 12 女子 100M 蛙式 林靖淳 高醫 

27 三 12 女子 100M 蛙式 高育青 高醫 

27 四 12 女子 100M 蛙式 田羽彤 北醫 

27 五 12 女子 100M 蛙式 商詠茹 高醫 

27 六 12 女子 100M 蛙式 許瓊如 臺大 

27 七 12 女子 100M 蛙式 林怡汎 長庚 

28 二 12 女子 100M 蛙式 胡湘微 成大 

28 三 12 女子 100M 蛙式 陳妍妤 慈濟 

28 四 12 女子 100M 蛙式 黃易欣 北醫 

28 五 12 女子 100M 蛙式 陳潔儀 國防 

28 六 12 女子 100M 蛙式 丁若晨 成大 

28 七 12 女子 100M 蛙式 曾婷絹 中山醫 

29 一 13 男子 100M 蛙式 趙令安 輔大 

29 二 13 男子 100M 蛙式 蘇彥通 陽明 

29 三 13 男子 100M 蛙式 楊斯任 成大 

29 四 13 男子 100M 蛙式 薛文豪 高醫 

29 五 13 男子 100M 蛙式 曾勗桓 慈濟 

29 六 13 男子 100M 蛙式 羅際竹 慈濟 

29 七 13 男子 100M 蛙式 李儒憲 輔大 

29 八 13 男子 100M 蛙式 林靖淳 輔大 

30 一 13 男子 100M 蛙式 蘇偉翔 中山醫 

30 二 13 男子 100M 蛙式 林柏任 臺大 

30 三 13 男子 100M 蛙式 鐘睿翔 高醫 

30 四 13 男子 100M 蛙式 李見賢 高醫 

30 五 13 男子 100M 蛙式 李昀儒 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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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六 13 男子 100M 蛙式 嚴光晨 高醫 

30 七 13 男子 100M 蛙式 陳柏恩 中國中醫 

30 八 13 男子 100M 蛙式 蔡秉翰 陽明 

31 二 13 男子 100M 蛙式 彭偉峯 中山醫 

31 三 13 男子 100M 蛙式 葉宸維 中國醫 

31 四 13 男子 100M 蛙式 宋文瑋 中山醫 

31 五 13 男子 100M 蛙式 劉大維 臺大 

31 六 13 男子 100M 蛙式 李柏昕 成大 

31 七 13 男子 100M 蛙式 胡恭翊 陽明 

32 二 13 男子 100M 蛙式 王登冠 長庚 

32 三 13 男子 100M 蛙式 王柏舜 臺大 

32 四 13 男子 100M 蛙式 盧思遠 中山醫 

32 五 13 男子 100M 蛙式 郭曰誠 輔大 

32 六 13 男子 100M 蛙式 謝佶達 中國醫 

32 七 13 男子 100M 蛙式 洪侊增 長庚 

33 二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方詩媃、宋子萱、胡湘微、丁若晨 成大 

33 三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陸曉虹、黃筱甯、許瓊如、馬一心 臺大 

33 四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劉宛昕、朱傛華、葉采衢、洪端珮 陽明 

33 五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鄭伊婷、蘇柏嘉、吳中甯、李廷慧 高醫 B 

33 六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施沐姍、呂羽婷、孔祥珂、賀軒辰 中山醫 

33 七 14 女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高育青、方毓琦、shelly、邱莉雯 高醫 A 

34 二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陳宣安、陳威仰、廖建為、曾勗桓 慈濟 

34 三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王業斳、沈宗郁、蕭立衡、陳尹儒 成大 B 

34 四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 、李浩、林

洋正、劉本楙、林暉恩 北醫 

34 五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張景翔、鐘睿翔、陳彥錚、蔡思嘉 高醫 B 

34 六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徐浩翔、黃奕維、謝昀樵、江樸田、游沅叡、蔡

炫錡、鄭經倫、張家瑞 臺大 A 

34 七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許大立、李元肇、古崇顥、吳明軒 中山醫 B 

35 二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35 三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李柏瀚、陳鼎皓、吳尚儒、楊穎 高醫 A 

35 四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鍾曜任、何逸群、胡恭翊、黃麒翰 陽明 

35 五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王柏舜、葉淨元、林柏任、黃常銘、林其賢、王

舒荻、黃冠堯、劉大維 臺大 B 

35 六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蔡景武、蔡承儒、歐陽德、林峻頡 中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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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七 15 男子 400M 自由式接力 史育通、陳泓毓、李孟儒、高維廷 成大 A 

36 一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嚴珮嘉 陽明 

36 二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李廷慧 高醫 

36 三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張介禹 高醫 

36 四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戴琦 北醫 

36 五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王晴瑩 成大 

36 六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王韻涵 國防 

36 七 16 女子 200M 混合四式 林美辰 中國中醫 

37 三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江樸田 臺大 

37 四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楊穎 高醫 

37 五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黃品璁 高醫 

37 六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謝松霖 臺大 

38 二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吳定軒 北醫 

38 三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周煜倫 中國醫 

38 四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李明儒 成大 

38 五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高維廷 成大 

38 六 17 男子 200M 混合四式 陳鼎皓 高醫 

39 三 19 男子 200M 蝶式 蔡炫錡 臺大 

39 四 19 男子 200M 蝶式 鄭經倫 臺大 

39 五 19 男子 200M 蝶式 鄧聿恆 慈濟 

39 六 19 男子 200M 蝶式 陳尹儒 成大 

40 二 19 男子 200M 蝶式 李孟儒 成大 

40 三 19 男子 200M 蝶式 楊穎 高醫 

40 四 19 男子 200M 蝶式 林宏翰 國防 

40 五 19 男子 200M 蝶式 林佑璉 中山醫 

40 六 19 男子 200M 蝶式 李可文 中國醫 

41 二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莊惠如、李廷慧、鄭伊婷、林靖淳 高醫 B 

41 三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余佳穎、黃思霓、王信柔、呂羽婷 中山醫 

41 四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劉俐晴、郭思妤、陳潔儀、王韻涵 國防 

41 五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戴琦、李柔穎、陳彥蓉、田羽彤、黃易欣、黃紅

箋、王欣怡、林愷容 北醫 

41 六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莊雯琇、徐佩伶、周盈吟、陳旻恩 中國中醫 B 

42 一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張家瑜、黃翊晴、王怡人、謝雨彤 輔大 

42 二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葉采衢、林庭瑋、江紫涵、徐維彤 陽明 

42 三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陳子寧、張介禹、方毓琦、商詠如 高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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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四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王晴瑩、黃詩涵、宋子萱、丁若晨 成大 

42 五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陸曉虹、馬一心、許瓊如、黃筱甯 臺大 

42 六 20 女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林美辰、王千恩、張薇喬、廖宇晨 中國中醫 A 

43 一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蔡思嘉、吳尚儒、林均、嚴光晨 高醫 B 

43 二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許大立、李元肇、古崇顥、吳明軒 中山醫 B 

43 三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陳青郁、吳庭瑋、李明儒、李宗叡 成大 

43 四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林毅、黃敬晏、蔡孟桓、林恆毅 長庚 

43 五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劉大維、謝沛峰、楊琮翔、游沅叡、黃柏達 臺大 B 

43 六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李浩、林洋

正、劉本楙、林暉恩 北醫 

43 七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許欣儒、蔡定融、陳冠宇、林育安 中國醫 

44 一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許大千、陳柏恩、陳昭憲、林峻頡 中國中醫 

44 二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鍾曜任、何逸群、胡恭翊、黃麒翰 陽明 

44 三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林敬堯、林宏翰、高敬翔、吳智中 國防 

44 四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江樸田、黃奕維、王柏舜、謝昀樵、黃柏達 臺大 A 

44 五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44 六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陳威仰、陳宣安、倪紹之、曾勗桓 慈濟 

44 七 21 男子 200M混合四式接力 黃品璁、黃聖涵、林信宏、陳鼎皓 高醫 A 

45 二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吳尚儒 高醫 

45 三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呂怡勤 陽明 

45 四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謝松霖 臺大 

45 五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林佑璉 中山醫 

45 六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王澄 成大 

45 七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蔡景武 中國中醫 

46 二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王令維 陽明 

46 三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游梁田 中山醫 

46 四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李可文 中國醫 

46 五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蔡炫錡 臺大 

46 六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李昆霖 中山醫 

46 七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林侃 陽明 

47 二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蔡承儒 中國中醫 

47 三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賴興華 高醫 

47 四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陳柏翰 北醫 

47 五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黃敬晏 長庚 

47 六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鄭經綸 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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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七 22 男子 400M 自由式 李昶慶 輔大 

48 一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賀軒辰 中山醫 

48 二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陸曉虹 臺大 

48 三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嚴競儀 高醫 

48 四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王晴瑩 成大 

48 五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張家瑜 輔大 

48 六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郭惠茹 慈濟 

48 七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徐維彤 陽明 

48 八 23 女子 400M 自由式 魏資融 長庚 

49 一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楊斯任、李孟儒、吳庭瑋、李柏昕 成大 

49 二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49 三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吳尚儒、林信宏、王聖涵、楊穎 高醫 B 

49 四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葉淨元、林柏任、黃奕維、謝松霖、王舒荻 臺大 B 

49 五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歐陽德、陳柏恩、許大千、陳昭憲 中國中醫 

49 六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黃昱翔、黃麒翰、王令維、蘇彥通 陽明 

49 七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陳冠宇、吳昱儒、謝佶達、葉宸維 中國醫 

50 二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李元肇、白馥源、陳柏偉、蘇偉翔 中山醫 B 

50 三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嚴光晨、王至堅、李昀儒、陳彥錚 高醫 A 

50 四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高敬翔、林宏翰、黃博嵩、郭俊麟 國防 

50 五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王柏舜、徐浩翔、楊琮翔、劉大維 臺大 A 

50 六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李儒憲、何治廷、郭曰誠、趙令安 輔大 

50 七 24 男子 200M 蛙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李浩、林洋

正、劉本楙、林暉恩 北醫 

51 二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林美辰、王千恩、張薇喬、廖宇晨 中國中醫 

51 三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shelly、林靖淳、商詠如、邱莉雯 高醫 A 

51 四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陸曉虹、許瓊如、高子甯、何奕儒 臺大 

51 五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劉俐晴、王晨羽、陳潔儀、王韻涵 國防 

51 六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呂宛頤、奚婕寧、陳韻羽、鄺美瑩 中國醫 

52 二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王晴瑩、黃詩涵、許菀寧、丁若晨 成大 

52 三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田羽彤、陳彥蓉、黃易欣、戴琦、黃紅箋、李柔

穎、王欣怡 北醫 

52 四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劉宛昕、朱傛華、葉采衢、洪端珮 陽明 

52 五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曾婷絹、賀軒辰、黃思霓、余佳穎 中山醫 

52 六 25 女子 200M 蛙式接力 莊惠如、李廷慧、鄭伊婷、蘇柏嘉 高醫 B 

53 二 26 男子 100M 仰式 蔡定融 中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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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三 26 男子 100M 仰式 許大立 中山醫 

53 四 26 男子 100M 仰式 蔡孟桓 長庚 

53 五 26 男子 100M 仰式 林侃 陽明 

53 六 26 男子 100M 仰式 劉義君 高醫 

54 二 26 男子 100M 仰式 陳青郁 成大 

54 三 26 男子 100M 仰式 張晉瑜 長庚 

54 四 26 男子 100M 仰式 江恒毅 北醫 

54 五 26 男子 100M 仰式 林敬堯 國防 

54 六 26 男子 100M 仰式 李柏瀚 高醫 

55 一 27 女子 100M 仰式 余佳穎 中山醫 

55 二 27 女子 100M 仰式 林琬錡 長庚 

55 三 27 女子 100M 仰式 朱珈妤 中國醫 

55 四 27 女子 100M 仰式 劉俐晴 國防 

55 五 27 女子 100M 仰式 宋子萱 成大 

55 六 27 女子 100M 仰式 嚴珮嘉 陽明 

55 七 27 女子 100M 仰式 張介禹 高醫 

55 八 27 女子 100M 仰式 陳子寧 高醫 

56 二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周煜倫、謝佶達、余昱德、吳昱儒 中國醫 

56 三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黃冠堯、王舒荻、吳秉哲、林其賢 臺大 A 

56 四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許大立、李元肇、古崇顥、吳明軒 中山醫 B 

56 五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王令維、林侃、呂怡勤、黃昱翔 陽明 

56 六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陳青郁、李柏昕、李明儒、李宗叡 成大 

57 二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江恒毅、林孟皞、陳柏翰、吳定軒、李浩、林洋

正、劉本楙、林暉恩 北醫 

57 三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李柏瀚、楊穎、陳鼎皓、黃品璁 高醫 A 

57 四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江樸田、謝昀樵、王柏舜、鄭經倫、黃柏達 臺大 B 

57 五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溫竣凱、林佑璉、盧思遠、宋文瑋 中山醫 A 

57 六 28 男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盧俊翰、鐘睿翔、張景翔、李昀儒 高醫 B 

58 三 29 女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陸曉虹、馬一心、許瓊如、黃筱甯 臺大 

58 四 29 女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嚴珮嘉、徐維彤、劉宛昕、葉采衢 陽明 

58 五 29 女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高育青、陳子寧、shelly、商詠如 高醫 

58 六 29 女子 400M混合四式接力 王晴瑩、黃詩涵、宋子萱、丁若晨 成大 

59 一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羅皓文 陽明 

59 二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莊子逸 中山醫 

59 三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廖建為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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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四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羅際竹 慈濟 

59 五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劉安哲 國防 

59 六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張家瑞 臺大 

59 七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王登冠 長庚 

59 八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張高榮 陽明 

60 一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陳昭憲 中國中醫 

60 二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林暐棠 臺大 

60 三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劉義君 高醫 

60 四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黃昱翔 陽明 

60 五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呂怡勤 陽明 

60 六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張景翔 高醫 

60 七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余彥丞 中國醫 

60 八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李昶慶 輔大 

61 一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許靖承 輔大 

61 二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蔡思嘉 高醫 

61 三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陳彥錚 高醫 

61 四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張可朋 中山醫 

61 五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黃柏達 臺大 

61 六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游沅叡 臺大 

61 七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石皓璿 輔大 

61 八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鍾曜任 陽明 

62 二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陳柏梃 長庚 

62 三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黃奕維 臺大 

62 四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林峻頡 中國中醫 

62 五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盧俊翰 高醫 

62 六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池信緯 輔大 

62 七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林威廷 輔大 

63 二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李柏瀚 高醫 

63 三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林孟皞 北醫 

63 四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李明儒 成大 

63 五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陳宣安 慈濟 

63 六 30 男子 100M 自由式 李浩 北醫 

64 一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陳芷安 長庚 

64 二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呂羽婷 中山醫 

64 三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陳敏碩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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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四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蘇柏嘉 高醫 

64 五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王郁婷 中國醫 

64 六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王千恩 中國中醫 

64 七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魏資融 長庚 

64 八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丁筠 中國醫 

65 一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王亭婷 陽明 

65 二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王怡人 輔大 

65 三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方毓琦 高醫 

65 四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孔祥珂 中山醫 

65 五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馬一心 臺大 

65 六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徐佩伶 中國中醫 

65 七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葉采衢 陽明 

66 二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江紫涵 陽明 

66 三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林庭瑋 陽明 

66 四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李柔穎 北醫 

66 五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劉俐晴 國防 

66 六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嚴競儀 高醫 

66 七 31 女子 100M 自由式 謝明穎 中國中醫 

67 一 32 男子 200M 蛙式 李儒憲 輔大 

67 二 32 男子 200M 蛙式 謝秉儒 高醫 

67 三 32 男子 200M 蛙式 謝松霖 臺大 

67 四 32 男子 200M 蛙式 李見賢 高醫 

67 五 32 男子 200M 蛙式 吳庭瑋 成大 

67 六 32 男子 200M 蛙式 陳建霖 高醫 

67 七 32 男子 200M 蛙式 陳柏恩 中國中醫 

67 八 32 男子 200M 蛙式 李昆霖 中山醫 

68 二 32 男子 200M 蛙式 蘇偉翔 中山醫 

68 三 32 男子 200M 蛙式 何治廷 輔大 

68 四 32 男子 200M 蛙式 劉大維 臺大 

68 五 32 男子 200M 蛙式 黃品璁 高醫 

68 六 32 男子 200M 蛙式 蔡秉翰 陽明 

69 三 32 男子 200M 蛙式 王柏舜 臺大 

69 四 32 男子 200M 蛙式 盧思遠 中山醫 

69 五 32 男子 200M 蛙式 李明儒 成大 

69 六 32 男子 200M 蛙式 林宏翰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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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二 33 女子 200M 蛙式 劉宛昕 陽明 

70 三 33 女子 200M 蛙式 黃詩涵 成大 

70 四 33 女子 200M 蛙式 陳潔儀 國防 

70 五 33 女子 200M 蛙式 林靖淳 高醫 

70 六 33 女子 200M 蛙式 曾婷絹 中山醫 

70 七 33 女子 200M 蛙式 朱傛華 陽明 

71 一 34 男子 200M 仰式 楊穎 高醫 

71 二 34 男子 200M 仰式 溫竣凱 中山醫 

71 三 34 男子 200M 仰式 謝昀樵 臺大 

71 四 34 男子 200M 仰式 林敬堯 國防 

71 五 34 男子 200M 仰式 郭俊麟 國防 

71 六 34 男子 200M 仰式 陳柏翰 北醫 

71 七 34 男子 200M 仰式 江恒毅 北醫 

71 八 34 男子 200M 仰式 李柏瀚 高醫 

72 二 35 女子 50M 蝶式 邱琳淩 長庚 

72 三 35 女子 50M 蝶式 林庭瑋 陽明 

72 四 35 女子 50M 蝶式 陸曉虹 臺大 

72 五 35 女子 50M 蝶式 戴琦 北醫 

72 六 35 女子 50M 蝶式 丁若晨 成大 

73 二 35 女子 50M 蝶式 陳子寧 高醫 

73 三 35 女子 50M 蝶式 陳雅文 中山醫 

73 四 35 女子 50M 蝶式 邱莉雯 高醫 

73 五 35 女子 50M 蝶式 方毓琦 高醫 

73 六 35 女子 50M 蝶式 魏資融 長庚 

74 一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恆毅 長庚 

74 二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毅 長庚 

74 三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信宏 高醫 

74 四 36 男子 50M 蝶式 余彥丞 國防 

74 五 36 男子 50M 蝶式 余彥丞 中國醫 

74 六 36 男子 50M 蝶式 吳尚儒 高醫 

74 七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峻頡 中國中醫 

74 八 36 男子 50M 蝶式 古崇顥 中山醫 

75 一 36 男子 50M 蝶式 黃敬晏 長庚 

75 二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均 高醫 

75 三 36 男子 50M 蝶式 許欣儒 中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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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四 36 男子 50M 蝶式 許欣儒 國防 

75 五 36 男子 50M 蝶式 吳昱儒 中國醫 

75 六 36 男子 50M 蝶式 鄧聿恆 慈濟 

75 七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暐棠 臺大 

75 八 36 男子 50M 蝶式 呂怡勤 陽明 

76 一 36 男子 50M 蝶式 張高榮 陽明 

76 二 36 男子 50M 蝶式 吳昱儒 國防 

76 三 36 男子 50M 蝶式 吳定軒 北醫 

76 四 36 男子 50M 蝶式 黃奕維 臺大 

76 五 36 男子 50M 蝶式 蔡孟桓 長庚 

76 六 36 男子 50M 蝶式 李宗叡 成大 

76 七 36 男子 50M 蝶式 李元肇 中山醫 

77 二 36 男子 50M 蝶式 李浩 北醫 

77 三 36 男子 50M 蝶式 林孟皞 北醫 

77 四 36 男子 50M 蝶式 徐浩翔 臺大 

77 五 36 男子 50M 蝶式 溫竣凱 中山醫 

77 六 36 男子 50M 蝶式 黃常銘 臺大 

77 七 36 男子 50M 蝶式 陳鼎皓 高醫 

78 一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廖宇晨 中國中醫 

78 二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蘇柏嘉 高醫 

78 三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莊惠如 高醫 

78 四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宋恩羚 中國醫 

78 五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邱莉雯 高醫 

78 六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鄭伊婷 高醫 

78 七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黃翊晴 輔大 

78 八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江昱橙 中國中醫 

79 一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何奕儒 臺大 

79 二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莊雯琇 中國中醫 

79 三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王欣怡 北醫 

79 四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陳怡儒 中國醫 

79 五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方毓琦 高醫 

79 六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謝雨彤 輔大 

79 七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呂羽婷 中山醫 

79 八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葉采衢 陽明 

80 一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周盈吟 中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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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二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周依文 長庚 

80 三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鄺美瑩 中國醫 

80 四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邱琳淩 長庚 

80 五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邵芷萱 慈濟 

80 六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王怡人 輔大 

80 七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洪端珮 陽明 

80 八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高子甯 臺大 

81 一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黃靖雅 中國中醫 

81 二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呂宛頤 中國醫 

81 三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李柔穎 北醫 

81 四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王韻涵 國防 

81 五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陳妍妤 慈濟 

81 六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施沐姍 中山醫 

81 七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孔祥珂 中山醫 

81 八 37 女子 50M 自由式 陳旻恩 中國中醫 

82 一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王令維 陽明 

82 二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黃麒翰 陽明 

82 三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黃博嵩 國防 

82 四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蕭力行 高醫 

82 五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蕭立衡 成大 

82 六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峻頡 中國中醫 

82 七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其賢 臺大 

82 八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歐陽德 中國中醫 

83 一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葉雲凱 中山醫 

83 二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李昶慶 輔大 

83 三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江孟霖 中國醫 

83 四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郭柏序 中國醫 

83 五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蔡思嘉 高醫 

83 六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羅皓文 陽明 

83 七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洪侊增 長庚 

83 八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劉安哲 國防 

84 一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古崇顥 中山醫 

84 二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陳昭憲 中國中醫 

84 三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黃聖涵 高醫 

84 四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余彥丞 中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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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五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倪紹之 慈濟 

84 六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曾冠華 高醫 

84 七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張可朋 中山醫 

84 八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許大千 中國中醫 

85 一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恆毅 長庚 

85 二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譚至誠 陽明 

85 三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育安 中國醫 

85 四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均 高醫 

85 五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吳昱儒 中國醫 

85 六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毅 長庚 

85 七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江萬里 中國中醫 

85 八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黃昱翔 陽明 

86 一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信宏 高醫 

86 二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宋文瑋 中山醫 

86 三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高敬翔 國防 

86 四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陳宣安 慈濟 

86 五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徐浩翔 臺大 

86 六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林孟皞 北醫 

86 七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許大立 中山醫 

86 八 38 男子 50M 自由式 蘇彥通 陽明 

87 一 39 大隊接力 

李柏瀚、陳鼎皓、吳尚儒、楊穎、林信宏、黃聖

涵、黃品璁、邱莉雯、黃子寧、方毓琦 高醫 A 

87 二 39 大隊接力 

李宛倩、許瓊如、馬一心、謝松霖、蔡炫錡、游

沅叡、劉大維、黃冠堯、林柏任、張家瑞、王舒

荻 臺大 A 

87 三 39 大隊接力 

林育安、江孟霖、余彥丞、郭柏序、余昱德、吳

昱儒、許欣儒、呂宛頤、奚婕寧、陳韻羽 中國醫 

87 四 39 大隊接力 

陳威仰、陳宣安、廖建為、倪紹之、曾勗桓、鄧

聿恆、陳品均、陳妍妤、陳敏碩、郭蕙如 慈濟 

87 五 39 大隊接力 

李柔穎、田羽彤、黃紅箋、江恒毅、林孟皞、陳

柏翰、李皓、林洋正、吳定軒、劉本楙 候補:

林暉恩、戴琦、王欣怡、陳彥蓉、黃易欣 北醫 

87 六 39 大隊接力 

林美辰、徐佩伶、謝明穎、許大千、陳柏恩、陳

昭憲、林峻頡、歐陽德、蔡承儒、蔡景武 中國中醫 

87 七 39 大隊接力 林毅、黃敬晏、蔡孟桓、林恆毅 、張晉瑜、洪 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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侊增、王登冠、邱琳淩、魏資融、林怡汎 

88 一 39 大隊接力 

王業斳、吳庭瑋、沈宗郁、陳尹儒、許菀寧、方

詩媃、黃詩涵、胡湘微、楊斯任、陳泓毓、蕭立

衡、李孟儒 成大 

88 二 39 大隊接力 

林敬堯、林宏翰、高敬翔、黃博嵩、吳智中、郭

俊麟、劉安哲、劉俐晴、王韻涵、陳潔儀 國防 

88 三 39 大隊接力 

男：黃昱翔、孫敏睿、黃麒翰、王令維、蔡秉翰、

張高榮、林侃  女：劉宛昕、徐維彤 、朱傛華 陽明 

88 四 39 大隊接力 

陸曉虹、黃筱甯、高子甯、徐浩翔、黃奕維、謝

昀樵、江樸田、王柏舜、葉淨元、黃常銘、何奕

儒 臺大 B 

88 五 39 大隊接力 

蕭力行、鄭伊婷、商詠如、薛文豪、蘇柏嘉、吳

中甯、李昀儒；王至堅、盧俊翰、陳彥錚 高醫 B 

88 六 39 大隊接力 

張家瑜、黃翊晴、王怡人、何治廷、李儒憲、石

皓璿、周令安、林靖淳、池信緯、李昶慶 輔大 

88 七 39 大隊接力 

施沐姍、呂羽婷、余佳穎、溫竣凱、林佑璉、盧

思遠、許大立、宋文瑋、古崇顥、吳明軒 中山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