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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名單 
會長        吳正己 

副會長      宋曜廷 印永翔 李忠謀  

指導委員    王鶴森 左台益 沈永正 周德瑋 季力康 林安邦 柯皓仁 洪仁進 紀茂嬌 

胡心慈 高文忠 張少熙 張俊彥 張鈞法 許瑛玿 陳沁紅 陳昭珍 陳柏熹 

陳秋蘭 陳美勇 陳焜銘 陳學志 程金保 詹俊成 趙惠玲 劉中鍵 劉美慧 

劉祥麟 潘淑滿 

             

 

顧問        王維菁 田秀蘭 江柏煒 宋修德 李亞儒 辛蒂庫絲 周遵儒 周麗端 

            林巾力 林文偉 林玫君 林俊吉 林振興 林逢祺 俞智贏 洪翊軒 胡益進 

            夏學理 徐敏雄 張玉山 張素玢 張媁雯 莊連東 許俊雅 許陳鑑 陳子瑋 

            陳心怡 陳柏琳 陳振宇 陳浩然 陳惠芬 陳學毅 游美貴 湯添進 黃均人 

            楊芳瑩 楊啟榮 楊瑞瑟 葉欣誠 劉建成 蔡今中 蔡志申 蔡居澤 鄭劍廷 

            簡芳菁 蘇淑娟 

 

  

技術顧問    王宗吉 王森典 方進隆 李志文 林正常 林竹茂 林純玉 林清和 林德嘉  

            卓俊辰 洪周寶 孫宜芬 徐文慶 陳  鴻 陳和睦 陳金樹 陳錦龍 莊美鈴 

            麥秀英 許義雄 許樹淵 黃國義 黃瑩淨 黃賢堅 詹清泉 廖貴地 鄧時海  

            鄭元龍 劉一民 錢紀明 謝伸裕 闕月清  

             

 

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吳正己 

副主任委員: 宋曜廷 印永翔 李忠謀 

執行秘書：  王鶴森 

委    員：  季力康 林安邦 林玫君 林慶宏 俞智贏 柯皓仁 洪仁進 紀茂嬌 高文忠 

            張川鈴 張少熙 張鈞法 梁嘉音 許瑛玿 陳昭珍 陳美勇 湯添進 詹俊成 

            劉中鍵 劉美慧 劉祥麟 劉錦璋 潘光敏 

 

 

審判委員會 

召 集 人：  季力康 

委   員：  王鶴森 林玫君 林慶宏 俞智贏  張川鈴 張少熙 梁嘉音 湯添進 詹俊成 

            劉錦璋 潘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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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幹事部名單 
總幹事      王鶴森 

 

競賽組 

 組   長：薛名淳  

  組   員：邱莘幃 許敏萱 曾姵綺 黃羽瑄 

 

秘書組 

 組   長：張川鈴 

  副 組 長：梁瑞昕  

 組   員：李育良 蕭憲斌 

 

趣味競賽組 

 組   長：張  琪 

 副 組 長：林巧怡 許家瑜 曾京禹 

  組   員：王妍又 包培妤 江佳玲 余淮楚 吳思綺 李育良 周亭吟 周曉暉 林欣穎  

            紀采彤 孫耘安 袁應杰 陳  鍾 陳萱安 蔡宜倫 蔡濰憶 鄭一恆 顏琳真  

            羅凱葉 龔玟雅 

 

裁判組 

 組   長：梁嘉音 

副 組 長：鄭國輝  

組   員：任正文 張伊讓 曾昱誠 曾婕娟 程璉如 黃于嫣 溫仁豪 魯仲宣 

 

典禮組 

 組   長：翁士航 

副 組 長：高裕軒 高嘉陽 麥劉湘涵 簡欣穎 

 組   員：王郁翔 世謙芊 伊冠鈞 何佳穎 周雯平 林子皓 林睿宏 邵暐婷 侯雅馨  

            姚昕妤 胡家瑞 唐嘉鴻 高家琦 張峻珉 張庭嘉 張庭榮 張智傑 莊孋晏  

            許敏萱 陳彥儒 陳庭雯 陳鳳芝 傅  山 戴嘉漙 

 

成績組 

 組   長：潘光敏 

副 組 長：林郁偉 梅格誌  

  組    員：方文慧 田嘉欣 何霖宏 李庭瑄 邱百萱 劉路加 鄭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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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 

 組   長：許天戈 

組    員：林仕軒 黃建智 鄭竣泓 

 

接待組 

 組   長：周台英 

副 組 長：陳妙怡 陳勇志 廖亮瑋 

 組    員：朱亞珍 梁凱柔 章紫諾 許瑗庭 陳怡萍 楊雅婕 楊謹蓮 羅涵靖 羅雅方 

 

場地器材組 

 組   長：掌慶維 

副 組 長：劉宏文 

  組    員：王唯庭 王淮禎 朱柏印 江彥誠 吳佩珊 吳芷芸 吳國和 李易勳 李  杰 

            李治緯 李秉鴻 杜映儒 周汶康 周鴻宇 林于甄 林廷翰 林佳煌 林和蒲  

            林宜臻 林映彤 林科宇 林煥勳 林聖傑 邱芙曼 邱詩涵 金堯煥 凃蘊芯  

            姚文廣 姚迪云 洪  虹 苗惟信 凌可晴 孫嘉彤 徐尉庭 張嘉豪 張霈姗   

            梁仁爀 梁家溦 許柏原 許雁慈 許瑜芳 陳佳宜 陳亮融 陳彥維 陳道銘  

            程筱涵 賀胤源 黃方俞 黃映翔 黃郁涓 黃虔庠 黃婷妮 黃敬堯 楊佳霖  

            楊謹霖 廖劭瑋 廖沛涵 廖昱絜 衛世杰 魯雄宇 賴亭諭 戴邦廷 謝羽柔  

            韓芸珊 魏詩芫 羅劭宇 藤田陽奈 

 

服務糾察組 

 組   長：李佳融  

副 組 長：王志群 林岱樵 

  組    員：于心茹 方子均 王志恩 王羿婷 王致惟 王浩峯 王鈺涵 甘明修 伊冠鈞  

朱庭誼 何  艾 余宛貞 余旻洋 吳明臻 沈佳愉 林以崇 林釵絹 林慈慧  

林  鑫 胡曉曼 容毅燊 徐子琦 徐玉耘 徐夏洲 徐詩涵 高妤晴 戚本璿  

章育瑄 粘詩婕 陳又瑋 陳巧聆 陳沂郁 陳芊瑜 陳佳驊 陳定揚 陳品璇  

陳建彰 陳昱瑋 陳恩慈 陳雅彤 陳嫺螢 傅  山 温思涵 童琦芳 黃子涵  

黃泓諭 黃柏淙 黃柏聰 黃琮豪 黃澄浩 黃蔓亞 黃灌油 楊亦文 楊  萱  

葉雯惠 董永全 劉育宏 劉育緯 劉佳昌 劉玟伶 潘韵慈 戴嘉漙 薛孟庭  

謝瑞恩 鍾昱璿 羅正廷 簡家暐 

 

宣傳組 

 組   長：林慶宏 

副 組 長：黃  筠 簡以晴 

組    員：王妍又 林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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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組 

 組    長：劉錦璋 

副 組 長：徐仲徽 董智尚  

  組    員：朱柏安 朱庭誼 吳威震 林  鑫 姚廷叡 洪亦萱 張舜涵 陳衍衡 賴宥丞 

 

攝影組 

 組    長：楊邦輝 

  組    員：楊幸霖 

 

總務組 

 組    長：林慶宏(兼) 

  副 組 長：陳怡君 翁明德 

 

醫療組 

 組    長：李恆儒 

  組  員：池岸軒 吳宥锝 洪啟文 張雅婷 黃雅玲 楊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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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裁判名單 
裁 判 長 ：卓俊伶 
 

發  令 主 任：王傑賢 

發  令 裁 判：曾昱誠 江元安 丁偉斌 

 

計  時 主 任：王宏豪 

計  時 裁 判：程璉如 林為君 曾  娣 朱耘麒 張欣然 陳怡萱 張景雯 陳姿靜 洪良媛 

徐亞琦 李欣瑜 鄭一恆 

 

轉身檢查主任：林淑惠 

轉  身 檢 查：溫仁豪 江慧琪 顏  珩 陳姿允 林子湞 林韋澔 林冠文 李啟楹 

 

姿勢檢查主任：何仁育 

姿  勢 檢 查：任正文 黃  靜 陳柏翰 蕭佳琪 任 傑 

 

檢  錄 主 任：蔡於儒 

檢  錄 人 員：魯仲宣 陳佑全 曹苡証 陳郁旻 楊丹婷 彭靜惠 

場邊檢錄人員：黃于嫣 吳思源 莊淳雯 

 

終  點 主 任：張恩崇 

終  點 裁 判：張伊讓 王雅慧 李泓言 黃煒倫 鄒函倢 張詠欣 

 

紀  錄 主 任：徐孟達 

成  績 紀 錄：曾婕娟 方呈瑋 吳睿峰 吳二昌 劉俊瑋 郭家瑋 王 昊 岩儀凡 

 

止泳繩管理員：鍾雅淇 黃荷雯 

 

 

 

趣味競賽 

 

裁 判 長：張  琪 

副裁判長：林巧怡 曾京禹 

趣味競賽裁判：王妍又 包培妤 江佳玲 余淮楚 吳思綺 李育良 周亭吟 周曉暉 林欣穎  

              紀采彤 孫耘安 袁應杰 陳  鍾 陳萱安 蔡宜倫 蔡濰憶 鄭一恆 顏琳真  

              羅凱葉 龔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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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程序 
【108年 5 月 31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20 分】 

  

(一)典禮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來賓介紹 

(六)主席致詞 

(七)運動員宣誓 

(八)禮成 

  
 

  

閉幕典禮程序 
【108年 5 月 31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00 分】 

 

  

(一)典禮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主席致詞 

(六)頒獎 

(七)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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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宣誓誓詞 
 

我    謹代表全體運動員，誓以至誠，參加本校第 61屆水上運動會，願發

揮運動家精神，遵守大會規章，並服從裁判之判決。 

宣誓人  任 傑  謹誓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31日 

 
運動員須知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除遵守競賽規程及比賽規則之規定外，並應注意下列有關

規定： 

1. 各運動員須於 5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整集合完畢，8 時 20 分正式開幕；

並在 5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50 分集合完畢，4 時整參加閉幕典禮。 

2. 本次比賽開幕典禮結束後，立即展開水中摸象，備有精美獎品，請踴躍參加。 

3. 各運動員請攜帶學生證，以茲證明身份，若未攜帶學生證，不得參加比賽。

所有競速項目一律採計時決賽(無預、複賽)。 

4. 各項運動比賽時間，依秩序冊內比賽時間表之順序進行，若大會臨時更改比

賽項目，則以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 

5. 運動員報到並完成檢錄後，由裁判員帶領進入比賽場地，不得擅自離開。 

6. 各項目決賽完畢後，隨即頒獎，得獎運動員請於該項成績宣佈後，即時到頒

獎台(游泳館二樓觀眾席)前等候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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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規程 
壹、總則 

一、宗    旨：為提倡本校游泳風氣，提升游泳技術水準，促進教職員工生間之情感，

並達敦親睦鄰之效，特舉辦本比賽。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 

四、比賽日期：民國108年5月31日（星期五）。 

五、比賽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游泳館。 

六、競賽分組 

（一）學生組：凡本學期已註冊之本校學生（含國語教學中心之外籍生
註
）均可報

名參加。 

1.甲 組：運動與休閒學院各系所及國語教學中心在學生，以班（所）為單位參賽，

分為男生組與女生組。 

2.乙 組：本校各系所學生（但含運動與休閒學院非體育保送生和非體育相關科

系畢業之研究生）以系、所、獨立班、組、學程為單位參賽，僑生先修

部依自然組(第二、三類組和特輔班)和社會組(第一類組) 為參賽單位，

分男生組及女生組。 

註：國語教學中心之外籍生，個人賽部分自行選擇報名甲組或乙組，

團體賽部分則統一報名乙組。國語教學中心之外籍生名次依報名

組別計算，頒發獎狀及獎牌，成績不列入競賽錦標統計。 

（二）友誼組：凡本校教職員工（以處、室、系、所及部為單位參賽）、鄰近里民（設

籍於古莊、古風、龍泉、錦華及錦安之里民，以里為單位參賽）、本校

游泳館常年會員（為一單位）及本校體育室志工（為一單位）均可報

名參加。 

七、參加辦法 

（一）報名時間：民國108年5月1日（星期三）至5月8日（星期三）。 

（二）報名方式：請至報名系統(http://sport.phr.ntnu.edu.tw/)登入第61屆水上運

動會報名系統報名，逾期恕不受理。國語教學中心之外籍生統一由

體育室協助報名。 

（三）參加人員應遵照醫囑衡量個人體能狀況，凡患有心臟病、癲癇病、皮膚病及其

他不適於游泳之疾病者，請勿報名參加比賽。 

八、說明會議：民國108年5月1日（星期三）中午12時15分，於校本部體育館三樓金牌

講堂舉行。 

九、領隊會議：民國107年5月29日（星期三）中午12時15分，於校本部體育館三樓金

牌講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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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開閉幕典禮時間 

開幕典禮：民國108年5月31日（星期五）上午8時20分。 

閉幕典禮：民國108年5月31日（星期五）下午4時00分。 

十一、獎勵：大會設置各種運動錦標及獎狀，以獎勵成績優良之單位及運動員。  

十二、申訴 

(一) 比賽爭議有規則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則遵循之，若無明文規定則

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合法之抗議由各單位領隊簽名蓋章，以書面方式於該項比賽完畢後 30         

分鐘內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三、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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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則 
【游    泳】 

一、競賽分組及項目 

（一）男生甲組 

1.自由式：50 M、100M、200 M。 

2.蛙  式：50 M、100 M。 

3.仰  式：50 M、100 M。 

4.蝶  式：50 M、100 M。 

5.接 力：200 M混合式接力(4人X 50 M) 。 

（二）男生乙組 

1.自由式：50 M、100 M。 

2.蛙  式：50 M、100 M。 

3.仰  式：50 M、100 M。 

4.蝶  式：50 M、100 M。 

5.接 力：200 M自由式接力(4人X 50 M) 。 

（三）女生甲組 

1.自由式：50 M、100 M、200 M。 

2.蛙  式：50 M、100 M。 

3.仰  式：50 M、100 M。 

4.蝶  式：50 M、100 M。 

5.接  力：200 M混合式接力(4人X 50 M)。 

（四）女生乙組 

1.自由式：50 M、100 M。 

2.蛙  式：50 M、100 M。 

3.仰  式：50 M、100 M。 

4.蝶  式：50 M、100 M。 

5.接  力：200 M自由式接力(4人X 50 M)。 

（五）友誼組：自由式：50 M。 

（六）甲組大隊接力 

1.男生組：500 M (10人X 50 M)。 

2.女生組：500 M (10人X 50 M)。 

二、競賽錦標 

（一）男甲組團體錦標 

（二）女甲組團體錦標 

（三）男乙組團體錦標 

（四）女乙組團體錦標 

（五）男甲組大隊接力錦標 

（六）女甲組大隊接力錦標 

 

三、競賽辦法 

（一）個人項目中（含4人接力）各單位不限報名人數及隊數。 

（二）大隊接力各參賽單位至多報名2隊。 

（三）每一運動員至多參加3項競賽項目，甲組游泳隊與乙組游泳隊學生限參賽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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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項目不在此限（甲、乙組游泳隊之界定：現役或曾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

專運動會游泳賽者）。 

（四）所有競賽項目採計時決賽制。除甲組大隊接力之外，所有接力項目比賽，各

單位甲、乙組游泳隊學生最多限2人參加。 

（五）甲、乙組團體錦標積分，個人競賽、4人組接力記分取前8名，按9、7、6、5、

4、3、2、1計分，如人數未達8人，記分方式不變。積分最多之單位獲得團

體錦標第1名，次多為第2名，餘類推，如積分相等以項目中獲較高名次較多

者為勝。 

（六）比賽項目報名人數少於3人(隊)[不含3人(隊)者]取消該項目，並准予選手改報

其他項目。 

四、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公佈之最新游泳規則。  

五、獎    勵 

（一）各項目獲獎選手，一至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紀念品，第四至八名頒發獎狀

以資鼓勵。 

（二）破全校甲組及乙組紀錄者，頒發破紀錄獎勵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三）各項錦標錄取名額 

1.男、女甲組團體錦標：各取前2名，頒發錦旗乙面及獎品。 

2.男、女乙組團體錦標：各取前4名，頒發錦旗乙面及獎品。 

3.男、女甲組大隊接力錦標：各取前2名，頒發錦旗乙面及獎品。 

（四）各項目成績優秀者，優先錄取為本校游泳代表隊隊員。 

（五）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已得名次、積分取消，

獎品、錦旗追回，並依校規處分。 

六、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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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競賽】 

一、競賽項目 

（一）甲組：水中摸象、蜻蜓點水、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 

（二）乙組：水中摸象、蜻蜓點水、21M短水道競賽及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

力。 

（三）友誼組：水中摸象、蜻蜓點水、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 

二、參加人數 

（一）水中摸象：各單位參加人數不限。 

（二）蜻蜓點水：每隊8人，各單位參加隊伍不限。 

（三）21M短水道競賽：各單位參加人數不限。 

（四）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每隊10人，各單位參加隊伍不限。 

三、競賽辦法 

（一）水中摸象 

1.器材：象棋。 

2.人數：不限。 

3.參賽組別及地點 

(1) 甲組：游泳館大池深水區。 

(2) 友誼組及乙組：游泳館大池淺水區。 

4.時間：開幕典禮結束，立即舉行。 

5.規則 

(1) 本項目採現場自由參加。 

(2) 聞哨音響起時，選手著泳衣、泳帽由岸上入水，徒手撿象棋(每人限撿3顆)。 

(3) 遊戲進行時，不能有推人或拉扯等動作，不能強取或給予他人手中的象棋，違

規者取消兌換資格。 

(4) 憑象棋兌換獎品。 

(5) 本項不列入團體錦標計分。 

(6) 活動時間為5分鐘。 

（二）蜻蜓點水 

1.器材：蜻蜓點水遊樂設施*1-2組、白旗*2-4隻。 

2.人員：每隊8人且女生不得少於4人（若出場男生不足得以女生代替，惟女生不足

不得以男生代替）。 

3.地點：游泳館大池。 

4.時間：上午比賽結束後。 

5.規則： 

(1)比賽範圍：游泳池大池淺水區。 

(2)各隊選手須穿著泳裝及泳帽，排定棒次第1-8棒於池岸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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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哨音開始後，第1棒即出發，由起點出發於蜻蜓點水該項遊樂設施上向前跑至B

點，始算完成一棒。下一棒選手須等B點裁判舉白旗後方可出發；過程中落水者

即算失敗，下一棒直接出發。 

(4)本項競賽採計時決賽，先依各組完成人數最多者為勝，如完成人數相同時，則以

所花時間較少者為優勝。 

 

圖示： 

 

（三）21M短水道個人競賽、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不限泳姿，計時決賽） 

1. 個人競賽，分為男乙組、女乙組。 

2. 男女混合大隊接力，分為甲組、乙組、友誼組 

大隊接力（10人×21M），限未參加500公尺接力者，每人21M，男女各5人，

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替補。 

四、獎勵辦法 

（一）21M短水道個人項目及男女混合大隊接力項目，前八名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趣味競賽錦標：各組趣味競賽錦標依各單位蜻蜓點水積分多寡錄取優勝隊伍，

錄取名額依報名隊數而定，報名隊數12隊(含)以上取6名，7至11隊取5名，7

隊以下取3名。 

五、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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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單 

《教職員工組》 
音樂系  許育禎 楊雅婷  

  

主計室  張夢麟 謝杰志 洪玉華  

 

泳池會員 胡浩洋 

 

《男生甲組》 
體育一  楊謹霖 王唯庭 衛世杰 戴邦廷 苗惟信 李志緯 李  杰 黃韋喬 林和蒲 

許柏原 徐尉庭 黃映翔 林聖傑 魯雄宇 陳亮融 李秉鴻 陳彥維 周鴻宇 

林煥勳 吳國和 朱柏印 廖紹瑋 江彥誠 林延翰 羅紹宇 黃虔庠 金堯煥 

梁仁爀 陳道銘 姚文廣 周汶康  

  

體育二  顏  珩 謝佳翰 李啟楹 袁應杰 林佳煌 張  翔 李泓言 賀胤源 張家儒  

  

體育三  余淮楚 林子皓 魯仲宣 林保賢 李希捷 梁志德 孫耘安 楊玠澄 陳  鍾 

周曉暉 何秉軒 陳柏翰 李育良 陳彥廷 林侑增 林科宇  

  

體育四  蔡孟軒 江元安 李其諺 鄭宇宏 曾昱誠 任正文 曾廷瑋 林冠岑 甘剴尹 

黃敬皓 王靖翔 何  適 鄧為仁 楊云瑢 田  暘 蔡璋逸 陳慶典 陳柏翰 

葉俊廷 莊佳翰  

  

體碩博  許自雄 陳履賢 

  

競技一  徐夏洲 王致惟 甘明修 傅  山 楊亦文 余旻洋 戴嘉漙 徐子琦 陳建彰 

陳沂郁 林  鑫 羅正廷 陳定揚 黃柏聰  

  

競技二  林努阜 溫仁豪 楊耀宗 蘇昱菫 鄭皓平 林仕軒 邱沐恩 陳韋呈 朱俊宏 

吳二昌 邱顯傑 張智傑 賴宥丞 顏子威 朱柏安 柯愷傑 張庭榮 童建榮 

黃建智 吳威震 林郁鑫 鄭安哲 鄭竣鴻 高睦翔 戚本璿 吳睿峰 鄭志良 

許志宇 湯貴全 張家榮 梁長厚 許權譯 劉峻瑋 郭家瑋 郭秉鑫 狄卡洛  

  

《女生甲組》 
體育一  魏詩芫 黃敬堯 邱芙曼 邱詩涵 孫嘉彤 廖沛涵 林于甄 林宜臻 陳佳宜 

謝羽柔 凃蘊芯 程筱涵 張霈姍 梁家溦 吳芷芸 楊佳霖 吳佩珊 黃方俞 

黃婷妮 賴亭諭 杜映儒 許瑜芳 韓芸珊 洪  虹 許雁慈 廖昱絜 王淮禎 

藤田陽奈 凌可晴 姚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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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二  陳萱安 黃荷雯 程璉如 張詠欣 周冠伶 梁榆婕 黃煒倫  

  

體育三  何欣諭 陳可譞 莊孋晏 蕭佳琪 黃  阡 朱庭儀 黃于嫣 黃  靜 陳菀婷 

周雯平 陳筱涵 吳思綺 江佳玲 卓雅慧 李易勳  

  

體育四  張雅婷 李睿雅 林  俐 侯雅馨 吳婕琳 林怡葶 陳愷歆 卓芝涵 石涵萱 

田嘉蓉 胡家瑞 周佳怡  

  

競技一  沈佳愉 薛孟庭 徐詩涵 陳巧聆 王芷聆 朱庭誼 童琦芳 林晏婷 溫思涵 

陳品璇 何  艾 王鈺涵 徐玉耘 于心茹 許渝蘋  

  

競技二  曾婕娟 張伊讓 張婷婷 徐亞琦 張心瑀 許雅瑜 林詩亭 劉亭妤 白依婷 

李欣瑜 洪亦萱 梁凱柔 陳庭雯 楊雅潔 簡媛暄 張景雯 李映瑩 陳怡萱 

陳姿靜 張紫諾 何佳穎 洪良媛 許媛庭 劉美菁 黃盈昕 林鈺蓉  

  

競技四  游佳蓉 朱朗淩  

  

競技碩  李瑩祺  

  

休旅所  徐乙丹  

  

 

《男生乙組》 
休旅所  黃崇皓 辜重嘉 張騏 張新偉  

  

心輔系  朱曉傑 邱俊穎 陳沐恩 詹弘毅  

  

社教系  吳晨皓 籃翊誠 饒辰書 白孟勳  

  

公領系  黃子瑀  

  

特教系  周冠良  

  

歷史系  陳昱澄 王子祥 葉元淯 任傑 徐丞億  

  

地理系  蕭棫庭  

  

物理系  張孟偉  

  

化學系  周玹平 李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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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  林郁翔  

  

資工系  李  飛  

  

工教系  張冠群 游紀原 陳郁旻 游子寬 陳宗育 黃家瑨 張晉誌  

 

科技系  吳仲維  

  

圖傳系  謝維駿  

  

機電系  江弘宇 杜峻榮  

  

企管系  尹相宸  

  

生科系  王禧之  

  

華文系  文浩誠  

  

東亞系  林昱丞  

  

僑先部  彭偉成 黃  蘇  

  

國語中心 何偉信  

  

《女生乙組》 
校際學生 徐  菁  

  

休旅所  顏婉華 蕭佳瑤 黃穎欣 許茵茵 陳心微  

  

教育系  刁立欣  

  

心輔系  吳尚蓉  

  

衛教系  陳湘頴 吳芷萱 黃晴 陳亮妤  

  

人發系  江玥葶  

  

公領系  郭亮妘 唐琝蓁 李岱凝 章熒蘭 吳羽庭 姜祐潔 楊翊勤 李  奇 曾湘婷 

黎敏蓁 陳芝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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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王虹雅  

  

國文系  林抒婷  

  

英語系  丁俐心 鍾亞芹  

  

地理系  林儀芳 徐頎 石孟娟 王咨凡 葉雅方 許庭禕  

  

化學系  洪筱婷  

  

美術系  許婉婷  

  

設計系  陳百荷  

  

工教系  賴翰儀 彭靜惠  

  

科技系  江采倫 汪  妤  

  

圖傳系  游捷媗  

  

機電系  盧品霓 蔡懷琦 許良育  

  

音樂系  魏筠倢  

  

企管系  何盈琦 張詠然  

  

生科系  劉聿彣 黃姿祥 蘇芷嫻  

  

學習學程 陳品蓉 趙  亭  

 

華文系  梁梅昌 魯琳琳 黃麗煥 楊林滿  

  

東亞系  黃羽瑄 何昱萱 王孟涵 陳奕安 張薰云  

  

大傳所  楊丹婷 周  艾  

  

人資所  邱莘幃  

  

國語中心 孟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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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表 

※開幕典禮(上午八時二十分)※ 

  

趣味競賽 

5 月 31日上午開幕典禮後舉行 

1.水中摸象 

2.蜻蜓點水甲組(8人)共 7隊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5名。 

3.蜻蜓點水乙組(8 人)共 5隊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3名。 

4.女乙組 21M 短水道競賽共 30人分 8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5.男乙組 21M 短水道競賽共 5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5名。 

6.乙組 21M 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競賽共 3隊 取 3名。 

7.甲組 21M 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競賽共 3隊 取 3名。 
 

游泳 

5 月 31日上午趣味競賽後舉行 

   1.友誼組 50M 自由式共 6 人 取 6名。 

2.女乙組 50M自由式共 19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3.男乙組 50M自由式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4.女甲組 50M自由式共 34 人分 6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5.男甲組 50M自由式共 33 人分 6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6.女乙組 50M蛙式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7.男乙組 50M蛙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8.女甲組 50M蛙式共 21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9.男甲組 50M蛙式共 21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10.女乙組 100M 仰式共 4 人 取 4名。 

11.男乙組 100M 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12.女甲組 100M 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13.男甲組 100M 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14.女乙組 100M 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15.男乙組 100M 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16.女甲組 100M 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17.男甲組 100M 蝶式共 4 人 取 4名。 

18.女甲組 200M 自由式共 4 人 取 4 名。 

19.男甲組 200M 自由式共 5 人 取 5 名。 

20.女乙組 4x50M 自由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21.男乙組 4x50M 自由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22.女甲組 4x50M 混合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23.男甲組 4x50M 混合式接力共 9 隊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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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日下午（2:15 開始檢錄，2:30 開始比賽） 

24.女乙組 100M 自由式共 12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25.男乙組 100M 自由式共 6 人 取 6 名。 

26.女甲組 100M 自由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27.男甲組 100M 自由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28.女乙組 100M 蛙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29.男乙組 100M 蛙式共 5 人 取 5名。 

30.女甲組 100M 蛙式共 6 人 取 6名。 

31.男甲組 100M 蛙式共 6 人 取 6名。 

32.女乙組 50M 仰式共 16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33.男乙組 50M 仰式共 4 人 取 4名。 

34.女甲組 50M 仰式共 20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35.男甲組 50M 仰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36.男乙組 50M 蝶式共 7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7名。 

37.女甲組 50M 蝶式共 7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7名。 

38.男甲組 50M 蝶式共 14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 名。 

39.女甲組 500M 大隊接力（10 人 x50M）共 4 隊 取 2名。 

40.男甲組 500M 大隊接力（10 人 x50M）共 5 隊 取 2名。 

 

※閉幕典禮(下午 4時 0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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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分組表 
【趣味競賽】 

 

1. 水中尋寶 

 (1)大池深水區：甲組 

 (2)大池淺水區：友誼組及乙組 

 

2.甲組蜻蜓點水 (8人)共 7 隊，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5名。 

第 1 組  

(1) 競技一 (2) 體育三Ａ 

第 2 組  

(1) 競技三 (2) 體育三Ｂ 

第 3 組  

(1) 體育四 (2) 體育三Ｃ 

第 4 組  

(1) 體育三Ｄ 

 

3.乙組蜻蜓點水 (8人)共 5 隊，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3名。 

第 1 組  

(1) 人資所 (2) 企管系 

第 2 組  

(1) 地理系 (2) 休旅所 

第 3 組  

(1) 公領系 

 

4.女乙組個人 21M短水道共 30 人，分 8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1) 徐  頎 (地理系) (2) 陳芝諼 (公領系) (3) 周  艾 (大傳所) 

(4) 章熒蘭 (公領系) 
    

第 2 組  

(1) 黃姿祥 (生科系) (2) 趙  亭 (學習學程) (3) 林儀芳 (地理系) 

(4) 黎敏蓁 (公領系) 
    

第 3 組  

(1) 楊林滿 (華文系) (2) 陳心微 (休旅所) (3) 汪  妤 (科技系) 

(4) 陳品蓉 (學習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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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組  

(1) 丁俐心 (英語系) (2) 曾湘婷 (公領系) (3) 黃麗煥 (華文系) 

(4) 黃穎欣 (休旅所) 
    

第 5 組  

(1) 李  奇 (公領系) (2) 魏筠倢 (音樂系) (3) 姜祐潔 (公領系) 

(4) 楊翊勤 (公領系) 
    

第 6 組  

(1) 魯琳琳 (華文系) (2) 蕭佳瑤 (休旅所) (3) 李岱凝 (公領系) 

(4) 江采倫 (科技系) 
    

第 7 組  

(1) 刁立欣 (教育系) (2) 吳羽庭 (公領系) (3) 梁梅昌 (華文系) 

第 8 組  

(1) 顏婉華 (休旅所) (2) 洪筱婷 (化學系) (3) 王咨凡 (地理系) 

 

5.男乙組個人 21M短水道共 5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5名。 

第 1 組  

(1) 籃翊誠 (社教系) (2) 吳晨皓 (社教系) (3) 周玹平 (化學系) 

第 2 組  

(1) 辜重嘉 (休旅所) (2) 黃子瑀 (公領系) 

 

6.乙組 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共 3 隊，取 3名。 

第 1 組  

(4) 公領系 (5) 企管系 (6) 休旅所 

 

7.甲組 21M短水道男女混合大隊接力共 3 隊，取 3名。 

第 1 組  

(4) 體育二 (5) 體育三 (6) 體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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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1.教職員工組 50M自由式共 6 人，取 6名。 

第 1 組  

(2) 洪玉華 (主計室) (3) 謝杰志 (主計室) (4) 胡浩洋 (泳池會員) 

(5) 張夢麟 (主計室) (6) 許育禎 (音樂系) (7) 楊雅婷 (音樂系) 

2.女乙組 50M自由式共 19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游捷媗 (圖傳系) (4) 楊丹婷 (大傳所) (5) 蔡懷琦 (機電系) 

(6) 許庭禕 (地理系) 
    

第 2 組  

(2) 王孟涵 (東亞系) (3) 李岱凝 (公領系) (4) 黃穎欣 (休旅所) 

(5) 陳百荷 (設計系) (6) 林儀芳 (地理系) 
  

第 3 組  

(2) 趙  亭 (學習學程) (3) 陳湘頴 (衛教系) (4) 顏婉華 (休旅所) 

(5) 唐琝蓁 (公領系) (6) 丁俐心 (英語系) 
  

第 4 組  

(2) 陳品蓉 (學習學程) (3) 吳尚蓉 (心輔系) (4) 馮  璐 (國文系) 

(5) 劉聿彣 (生科系) (6) 盧品霓 (機電系) 
  

 

3.男乙組 50M自由式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尹相宸 (企管系) (3) 周冠良 (特教系) (4) 何偉信 (國語中心) 

(5) 江弘宇 (機電系) (6) 李  飛 (資工系) 
  

第 2 組  

(2) 杜峻榮 (機電系) (3) 謝維駿 (圖傳系) (4) 黃  蘇 (僑先部) 

(5) 辜重嘉 (休旅所) (6) 張孟偉 (物理系) (7) 王禧之 (生科系) 

第 3 組  

(2) 陳宗育 (工教系) (3) 張晉誌 (工教系) (4) 彭偉成 (僑先部) 

(5) 黃崇皓 (休旅所) (6) 蕭棫庭 (地理系) (7) 李勖誠 (化學系) 

 

4. 女甲組 50M自由式共 34 人，分 6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朱庭誼 (競技一) (3) 孫嘉彤 (體育一) (4) 蕭佳琪 (體育三) 

(5) 周冠伶 (體育二) (6) 黃婷妮 (體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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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組 

(2) 陳巧聆 (競技一) (3) 邱詩涵 (體育一) (4) 莊孋晏 (體育三) 

(5) 黃荷雯 (體育二) (6) 黃方俞 (體育一) 
  

第 3 組 

(2) 廖昱絜 (體育一) (3) 邱芙曼 (體育一) (4) 何欣諭 (體育三) 

(5) 陳萱安 (體育二) (6) 吳佩珊 (體育一) (7) 徐玉耘 (競技一) 

第 4 組 

(2) 許雁慈 (體育一) (3) 魏詩芫 (體育一) (4) 林怡葶 (體育四) 

(5) 周雯平 (體育三) (6) 楊佳霖 (體育一) (7) 何  艾 (競技一) 

第 5 組 

(2) 杜映儒 (體育一) (3) 張伊讓 (競技二) (4) 張雅婷 (體育四) 

(5) 陳菀婷 (體育三) (6) 吳芷芸 (體育一) (7) 溫思涵 (競技一) 

第 6 組 

(2) 賴亭諭 (體育一) (3) 梁榆婕 (體育二) (4) 李瑩祺 (競技碩) 

(5) 黃  靜 (體育三) (6) 凃蘊芯 (體育一) (7) 林晏婷 (競技一) 

 

5.男甲組 50M自由式共 33 人，分 6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梁仁爀 (體育一) (3) 黃韋喬 (體育一) (4) 陳  鍾 (體育三) 

(5) 顏  珩 (體育二) (6) 吳國和 (體育一) 
  

第 2 組  

(2) 金堯煥 (體育一) (3) 李志緯 (體育一) (4) 孫耘安 (體育三) 

(5) 林侑增 (體育三) (6) 林煥勳 (體育一) 
  

第 3 組  

(2) 黃虔庠 (體育一) (3) 衛世杰 (體育一) (4) 梁志德 (體育三) 

(5) 林保賢 (體育三) (6) 周鴻宇 (體育一) 
  

第 4 組  

(2) 羅紹宇 (體育一) (3) 楊謹霖 (體育一) (4) 魯仲宣 (體育三) 

(5) 陳彥廷 (體育三) (6) 李秉鴻 (體育一) (7) 陳沂郁 (競技一) 

第 5 組  

(2) 林延翰 (體育一) (3) 周汶康 (體育一) (4) 林子皓 (體育三) 

(5) 陳柏翰 (體育三) (6) 林聖傑 (體育一) (7) 王致惟 (競技一) 

第 6 組  

(2) 江彥誠 (體育一) (3) 袁應杰 (體育二) (4) 鄭宇宏 (體育四) 

(5) 何秉軒 (體育三) (6) 許柏原 (體育一) (7) 姚文廣 (體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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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乙組 50M蛙式共 17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林儀芳 (地理系) (3) 葉雅方 (地理系) (4) 邱莘幃 (人資所) 

(5) 何昱萱 (東亞系) (6) 刁立欣 (教育系) 
  

第 2 組  

(2) 丁俐心 (英語系) (3) 章熒蘭 (公領系) (4) 周  艾 (大傳所) 

(5) 石孟娟 (地理系) (6) 許良育 (機電系) (7) 魏筠倢 (音樂系) 

第 3 組  

(2) 郭亮妘 (公領系) (3) 唐琝蓁 (公領系) (4) 林抒婷 (國文系) 

(5) 蕭佳瑤 (休旅所) (6) 吳芷萱 (衛教系) (7) 徐  頎 (地理系) 

 

7.男乙組 50M蛙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林郁翔 (生科系) (4) 何偉信 (國語中心) (5) 徐丞億 (歷史系) 

(6) 蕭棫庭 (地理系) 
    

第 2 組  

(2) 陳宗育 (工教系) (3) 文浩誠 (華文系) (4) 黃  蘇 (僑先部) 

(5) 辜重嘉 (休旅所) (6) 林昱丞 (東亞系) 
  

 

8.女甲組 50M蛙式共 21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徐玉耘 (競技一) (3) 韓芸珊 (體育一) (4) 黃煒倫 (體育二) 

(5) 林宜臻 (體育一) (6) 凌可晴 (體育一) 
  

第 2 組  

(2) 王鈺涵 (競技一) (3) 許瑜芳 (體育一) (4) 陳萱安 (體育二) 

(5) 林于甄 (體育一) (6) 藤田陽奈 (體育一) 
  

第 3 組  

(2) 王芷聆 (競技一) (3) 張霈姍 (體育一) (4) 莊孋晏 (體育三) 

(5) 黃敬堯 (體育一) (6) 王維楨 (體育一) 
  

第 4 組  

(2) 徐詩涵 (競技一) (3) 程筱涵 (體育一) (4) 陳可譞 (體育三) 

(5) 張婷婷 (競技二) (6) 洪  虹 (體育一) (7) 許渝蘋 (競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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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男甲組 50M蛙式共 21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傅  山 (競技一) (3) 苗惟信 (體育一) (4) 林子皓 (體育三) 

(5) 謝佳翰 (體育二) (6) 黃映翔 (體育一) 
  

第 2 組  

(2) 徐夏洲 (競技一) (3) 王唯庭 (體育一) (4) 余淮楚 (體育三) 

(5) 陳彥廷 (體育三) (6) 林和蒲 (體育一) 
  

第 3 組  

(2) 陳彥維 (體育一) (3) 溫仁豪 (競技二) (4) 蔡孟軒 (體育四) 

(5) 何秉軒 (體育三) (6) 黃韋喬 (體育一) 
  

第 4 組  

(2) 魯雄宇 (體育一) (3) 張家儒 (體育二) (4) 陳履賢 (體碩博) 

(5) 陳  鍾 (體育三) (6) 李  杰 (體育一) (7) 陳定揚 (競技一) 

 

10.女乙組 100M仰式共 4 人， 取 4名。 

第 1 組  

(3) 張詠然 (企管系) (4) 彭靜惠 (工教系) (5) 蔡懷琦 (機電系) 

(6) 王虹雅 (特教系) 
    

 

11.男乙組 100M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葉元淯 (歷史系) (4) 游紀原 (工教系) (5) 黃家瑨 (工教系) 

 

12.女甲組 100M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黃  阡 (體育三) (4) 陳品璇 (競技一) (5) 邱詩涵 (體育一) 

 

13.男甲組 100M仰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周汶康 (體育一) (4) 任正文 (體育四) (5) 楊玠澄 (體育三) 

 

14.女乙組 100M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江玥葶 (人發系) (4) 劉聿彣 (生科系) (5) 何昱萱 (東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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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男乙組 100M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徐丞億 (歷史系) (4) 任  傑 (歷史系) (5) 陳郁旻 (工教系) 

 

16.女甲組 100M蝶式共 3 人， 取 3名。 

第 1 組  

(3) 黃  阡 (體育三) (4) 姚迪云 (體育一) (5) 王淮禎 (體育一) 

 

17.男甲組 100M蝶式共 4 人， 取 4名。 

第 1 組  

(3) 徐尉庭 (體育一) (4) 許自雄 (體碩博) (5) 江元安 (體育四) 

(6) 黃柏聰 (競技一) 
    

 

18.女甲組 200M自由式共 4 人， 取 4名。 

第 1 組  

(3) 黃于嫣 (體育三) (4) 李睿雅 (體育四) (5) 朱朗淩 (競技四) 

(6) 陳佳宜 (體育一) 
    

 

19.男甲組 200M自由式共 5 人， 取 5名。 

第 1 組  

(2) 林  鑫 (競技一) (3) 甘剴尹 (體育四) (4) 曾廷瑋 (體育四) 

(5) 林冠岑 (體育四) (6) 楊玠澄 (體育三) 
  

 

20.女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第 1 組  

(2) 衛教系 (3) 音樂系 (4) 休旅所   

(5) 東亞系 (6) 企管系 (7) 人資所 
  

 

21.男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第 1 組  

(2) 工教系 (3) 社教系 (4) 休旅所   

(5) 心輔系 (6) 歷史系 (7) 企管系 
  

 

22.女甲組 4x50M混合式接力共 6 隊， 取 6名。 

第 1 組  

(2) 競技一 (3) 體育三 (4) 體育一   

(5) 體育二 (6) 體育四 (7) 競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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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男甲組 4x50M混合式接力共 9 隊，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體育四Ｃ (4) 體育二 (5) 體育三   

(6) 競技一       

第 2 組  

(2) 競技二 (3) 體育四Ｂ (4) 體育一   

(5) 體育三Ｂ (6) 體育四 
    

 

24.女乙組 100M自由式共 12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趙  亭 (學習學程) (3) 顏婉華 (休旅所) (4) 彭靜惠 (工教系) 

(5) 陳湘頴 (衛教系) (6) 王虹雅 (特教系) (7) 張薰云 (東亞系) 

第 2 組  

(2) 陳品蓉 (學習學程) (3) 江玥葶 (人發系) (4) 孟循恩 (國語中心) 

(5) 黃羽瑄 (東亞系) (6) 盧品霓 (機電系) (7) 張詠然 (企管系) 

 

25.男乙組 100M自由式共 6 人， 取 6名。 

第 1 組  

(2) 張孟偉 (物理系) (3) 謝維駿 (圖傳系) (4) 張新偉 (休旅所) 

(5) 朱曉傑 (心輔系) (6) 蕭棫庭 (地理系) (7) 王禧之 (生科系) 

 

26.女甲組 100M自由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張婷婷 (競技二) (4) 黃于嫣 (體育三) (5) 曾婕娟 (競技二) 

(6) 邱芙曼 (體育一) 
    

第 2 組  

(2) 薛孟庭 (競技一) (3) 張伊讓 (競技二) (4) 黃  阡 (體育三) 

(5) 程璉如 (體育二) (6) 魏詩芫 (體育一) 
  

 

27.男甲組 100M自由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陳亮融 (體育一) (4) 曾昱誠 (體育四) (5) 李育良 (體育三) 

(6) 余旻洋 (競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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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組  

(2) 羅正廷 (競技一) (3) 李啟楹 (體育二) (4) 李其諺 (體育四) 

(5) 梁志德 (體育三) (6) 廖紹瑋 (體育一) 
  

 

28.女乙組 100M蛙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許良育 (機電系) (4) 黃羽瑄 (東亞系) 
 

(5) 蕭佳瑤 (休旅所) 

(6) 許庭禕 (地理系) 
    

第 2 組  

(2) 林抒婷 (國文系) (3) 葉雅方 (地理系) (4) 邱莘幃 (人資所) 

(5) 王虹雅 (特教系) 
    

 

29.男乙組 100M蛙式共 5 人， 取 5名。 

第 1 組  

(2) 杜峻榮 (機電系) (3) 游紀原 (工教系) (4) 何偉信 (國語中心) 

(5) 任  傑 (歷史系) (6) 林昱丞 (東亞系) 
  

 

30.女甲組 100M蛙式共 6 人， 取 6名。 

第 1 組  

(2) 陳佳宜 (體育一) (3) 朱朗淩 (競技四) (4) 張雅婷 (體育四) 

(5) 侯雅馨 (體育四) (6) 林宜臻 (體育一) (7) 韓芸珊 (體育一) 

 

31.男甲組 100M蛙式共 6 人， 取 6名。 

第 1 組  

(2) 甘明修 (競技一) (3) 楊玠澄 (體育三) (4) 蔡孟軒 (體育四) 

(5) 李其諺 (體育四) (6) 李育良 (體育三) (7) 戴嘉漙 (競技一) 

 

32.女乙組 50M仰式共 16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王孟涵 (東亞系) (3) 刁立欣 (教育系) (4) 顏婉華 (休旅所) 

(5) 葉雅方 (地理系) (6) 許庭禕 (地理系) 
  

第 2 組  

(2) 魏筠倢 (音樂系) (3) 蘇芷嫻 (生科系) (4) 徐  菁 (體碩博) 

(5) 楊丹婷 (大傳所) (6) 徐  頎 (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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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組  

(2) 賴翰儀 (工教系) (3) 何盈琦 (企管系) (4) 許婉婷 (美術系) 

(5) 黃穎欣 (休旅所) (6) 林儀芳 (地理系) (7) 張薰云 (東亞系) 

 

33.男乙組 50M仰式共 4 人， 取 4名。 

第 1 組  

(3) 李  飛 (資工系) (4) 吳仲維 (科技系) (5) 張孟偉 (物理系) 

(6) 黃家瑨 (工教系) 
    

 

34.女甲組 50M仰式共 20 人，分 4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2) 于心茹 (競技一) (3) 魏詩芫 (體育一) (4) 蕭佳琪 (體育三) 

(5) 卓雅慧 (體育三) (6) 姚迪云 (體育一) 
  

第 2 組  

(2) 陳品璇 (競技一) (3) 黃荷雯 (體育二) (4) 游佳蓉 (競技四) 

(5) 江佳玲 (體育三) (6) 梁家溦 (體育一) 
  

第 3 組  

(2) 童琦芳 (競技一) (3) 陳萱安 (體育二) (4) 侯雅馨 (體育四) 

(5) 吳思綺 (體育三) (6) 謝羽柔 (體育一) 
  

第 4 組  

(2) 沈佳愉 (競技一) (3) 李易勳 (體育三) (4) 徐乙丹 (休旅所) 

(5) 陳筱涵 (體育三) (6) 廖沛涵 (體育一) 
  

 

35. 男甲組 50M仰式共 9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林科宇 (體育三) (4) 任正文 (體育四) (5) 孫耘安 (體育三) 

(6) 徐子琦 (競技一) 
    

第 2 組  

(2) 陳建彰 (競技一) (3) 陳柏翰 (體育三) (4) 鄭宇宏 (體育四) 

(5) 梁志德 (體育三) (6) 陳道銘 (體育一) 
  

  

36.男乙組 50M蝶式共 7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7名。 

第 1 組  

(3) 杜峻榮 (機電系) (4) 張新偉 (休旅所) (5) 朱曉傑 (心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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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組  

(3) 林郁翔 (生科系) (4) 辜重嘉 (休旅所) (5) 吳晨皓 (社教系) 

(6) 江弘宇 (機電系) 
    

 

37.女甲組 50M蝶式共 7 人，分 2 組，計時決賽 取 7名。 

第 1 組  

(3) 陳佳宜 (體育一) (4) 游佳蓉 (競技四) (5) 程璉如 (體育二) 

第 2 組  

(3) 曾婕娟 (競技二) (4) 徐乙丹 (休旅所) (5) 朱庭儀 (體育三) 

(6) 姚迪云 (體育一) 
    

 

38.男甲組 50M蝶式共 14 人，分 3 組，計時決賽 取 8名。 

第 1 組  

(3) 顏  珩 (體育二) (4) 甘剴尹 (體育四) (5) 孫耘安 (體育三) 

(6) 戴邦廷 (體育一) 
    

第 2 組  

(2) 楊亦文 (競技一) (3) 何秉軒 (體育三) (4) 曾昱誠 (體育四) 

(5) 魯仲宣 (體育三) (6) 陳亮融 (體育一) 
  

第 3 組  

(2) 朱柏印 (體育一) (3) 周曉暉 (體育三) (4) 許自雄 (體碩博) 

(5) 林子皓 (體育三) (6) 溫仁豪 (競技二) 
  

 

39.女甲組大隊接力 500M（10人 x50M）共 4 隊， 取 2名。 

第 1 組  

(3) 體育三 (4) 體育四 (5) 競技二 

(6) 體育一 
    

 

40.男甲組大隊接力 500M（10人 x50M）共 5 隊， 取 2名。 

第 1 組  

(2) 競技二 (3) 體育四Ｂ (4) 體育一   

(5) 體育四 (6) 體育三 
    

 



 

 

31 

 

第 61屆水上運動會各單位參賽人數統計表 
報名單位 選手人數 趣味競賽 總人次 

甲組 

體育系一年級 61 0 81 

體育系二年級 11 8 24 

體育系三年級 32 40 62 

體育系四年級 13 16 36 

體育系碩博士班 2 0 3 

競技系一年級 29 8 39 

競技系二年級 4 8 16 

競技系四年級 2 0 4 

競技系碩士班 1 0 2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1 0 1 

乙組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7 16 41 

教育學系 1 0 3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 0 7 

 社會教育學系 1 0 7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 0 7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 0 2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2 16 23 

 特殊教育學系 2 0 4 

 國文學系 1 0 2 

 英語學系 2 0 4 

 歷史學系 3 0 5 

 地理學系 7 8 26 

 物理學系 1 0 3 

 化學系 3 0 3 

 地球科學系 1 0 2 

 資訊工程學系 1 0 2 

 美術學系 1 0 1 

 設計學系 1 0 1 

 工業教育學系 7 0 15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3 0 3 

 圖文傳播學系 2 0 3 

 機電工程學系 5 0 16 

 音樂學系 1 0 7 

 企業管理學系 3 16 28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 0 6 

 生命科學系 4 0 6 

 華語文教學系 5 0 4 

 東亞學系 5 0 14 

 大眾傳播研究所 2 0 8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1 8 6 

 僑生先修部 2 0 3 

 國語教學中心 2 0 4 

友誼組 
 音樂系 2 0 2 

主計室 3 0 3 

報名人數合計 254 144 539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org_name=%C5%E9%A8|%A8t%A4@%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org_name=%C5%E9%A8|%A8t%A4G%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3&org_name=%C5%E9%A8|%A8t%A4T%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org_name=%C5%E9%A8|%A8t%A5|%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org_name=%C5%E9%A8|%A8t%BA%D3%B3%D5%A4h%AFZ&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5&org_name=%C5%E9%A8|%A8t%BA%D3%B3%D5%A4h%AFZ&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6&org_name=%C4v%A7%DE%A8t%A4@%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7&org_name=%C4v%A7%DE%A8t%A4G%A6~%AF%C5&grp_num=100&grp_name=%A8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9&org_name=%C4v%A7%DE%A8t%A5|%A6~%AF%C5&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9&org_name=%C4v%A7%DE%A8t%A5|%A6~%AF%C5&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0&org_name=%C4v%A7%DE%A8t%BA%D3%A4h%AFZ&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10&org_name=%C4v%A7%DE%A8t%BA%D3%A4h%AFZ&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1&org_name=%B9B%B0%CA%A5%F0%B6%A2%BBP%C0/%AE%C8%BA%DE%B2z%AC%E3%A8s%A9%D2&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11&org_name=%B9B%B0%CA%A5%F0%B6%A2%BBP%C0/%AE%C8%BA%DE%B2z%AC%E3%A8s%A9%D2&grp_num=200&grp_name=%A4k%A5%D2&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4&org_name=%B9B%B0%CA%A5%F0%B6%A2%BBP%C0/%AE%C8%BA%DE%B2z%AC%E3%A8s%A9%D2(%A4A)&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1&org_name=%B1%D0%A8|%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21&org_name=%B1%D0%A8|%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2&org_name=%B1%D0%A8|%A4%DF%B2z%BBP%BB%B2%BE%C9%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3&org_name=%AA%C0%B7|%B1%D0%A8|%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4&org_name=%B0%B7%B1d%ABP%B6i%BBP%BD%C3%A5%CD%B1%D0%A8|%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5&org_name=%A4H%C3%FE%B5o%AEi%BBP%AEa%AEx%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25&org_name=%A4H%C3%FE%B5o%AEi%BBP%AEa%AEx%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6&org_name=%A4%BD%A5%C1%B1%D0%A8|%BBP%AC%A1%B0%CA%BB%E2%BE%C9%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26&org_name=%A4%BD%A5%C1%B1%D0%A8|%BBP%AC%A1%B0%CA%BB%E2%BE%C9%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27&org_name=%AFS%AE%ED%B1%D0%A8|%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33&org_name=%B0%EA%A4%E5%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33&org_name=%B0%EA%A4%E5%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34&org_name=%AD%5e%BBy%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34&org_name=%AD%5e%BBy%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35&org_name=%BE%FA%A5v%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36&org_name=%A6a%B2z%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1&org_name=%AA%AB%B2z%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41&org_name=%AA%AB%B2z%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2&org_name=%A4%C6%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3&org_name=%A6a%B2y%AC%EC%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43&org_name=%A6a%B2y%AC%EC%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5&org_name=%B8%EA%B0T%A4u%B5%7b%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45&org_name=%B8%EA%B0T%A4u%B5%7b%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8&org_name=%AC%FC%B3N%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48&org_name=%AC%FC%B3N%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49&org_name=%B3%5d%ADp%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49&org_name=%B3%5d%ADp%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1&org_name=%A4u%B7~%B1%D0%A8|%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2&org_name=%AC%EC%A7%DE%C0%B3%A5%CE%BBP%A4H%A4O%B8%EA%B7%BD%B5o%AEi%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3&org_name=%B9%CF%A4%E5%B6%C7%BC%BD%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4&org_name=%BE%F7%B9q%A4u%B5%7b%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59&org_name=%AD%B5%BC%D6%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59&org_name=%AD%B5%BC%D6%BE%C7%A8t&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63&org_name=%A5%F8%B7~%BA%DE%B2z%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69&org_name=%BE%C7%B2%DF%AC%EC%BE%C7%BE%C7%A4h%BE%C7%A6%EC%BE%C7%B5%7b&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69&org_name=%BE%C7%B2%DF%AC%EC%BE%C7%BE%C7%A4h%BE%C7%A6%EC%BE%C7%B5%7b&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72&org_name=%A5%CD%A9R%AC%EC%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77&org_name=%B5%D8%BBy%A4%E5%B1%D0%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78&org_name=%AAF%A8%C8%BE%C7%A8t&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80&org_name=%A4j%B2%B3%B6%C7%BC%BD%AC%E3%A8s%A9%D2&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80&org_name=%A4j%B2%B3%B6%C7%BC%BD%AC%E3%A8s%A9%D2&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81&org_name=%B0%EA%BB%DA%A4H%A4O%B8%EA%B7%BD%B5o%AEi%AC%E3%A8s%A9%D2&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81&org_name=%B0%EA%BB%DA%A4H%A4O%B8%EA%B7%BD%B5o%AEi%AC%E3%A8s%A9%D2&grp_num=400&grp_name=%A4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84&org_name=%B9%B4%A5%CD%A5%FD%AD%D7%B3%A1&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84&org_name=%B9%B4%A5%CD%A5%FD%AD%D7%B3%A1&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86&org_name=%B0%EA%BBy%B1%D0%BE%C7%A4%A4%A4%DF&grp_num=300&grp_name=%A8k%A4A&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03&org_name=%AD%B5%BC%D6%A8t&grp_num=700&grp_name=%B1%D0%C2%BE%AD%FB%A4u&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103&org_name=%AD%B5%BC%D6%A8t&grp_num=700&grp_name=%B1%D0%C2%BE%AD%FB%A4u&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1&org_id=104&org_name=%A5D%ADp%AB%C7&grp_num=700&grp_name=%B1%D0%C2%BE%AD%FB%A4u&ItNo=22&ItNa=%B4%E5%AAa
http://sport.phr.ntnu.edu.tw/ntnusw2019/list_cus_org.php?type=2&org_id=104&org_name=%A5D%ADp%AB%C7&grp_num=700&grp_name=%B1%D0%C2%BE%AD%FB%A4u&ItNo=22&ItNa=%B4%E5%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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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校游泳最高紀錄 

男子甲組 

項目 成績 保持者 日期 比賽名稱及地點 

50M 自由式 22.44 吳浚鋒 2017/5/21 2017日本公開賽 

100M 自由式 50.77 張國基 2017/10/24 106年全國運動會(宜蘭) 

200M 自由式 1:51.08 黃硯歆 2014/9/28 第 17屆亞運會(韓國仁川) 

400M 自由式 4:09.12 黃硯歆 2014/9/29 第 17屆亞運會(韓國仁川) 

800M 自由式 8:46.93 曾士銘 1996/5/13 85年全大運(臺北) 

1500M 自由式 16:44.07 曾士銘 1996/5/11 85年全大運(臺北) 

50M 仰式 26.54 張國基 2015/10/19 104年全國運動會(高雄) 

100M 仰式 57.40 張國基 2017/5/10 
106年全大運(臺北) 

(4x100M混合式接力第ㄧ棒) 

200M 仰式 2:11.69 趙晏熙 2011/10/25 100全國運動會（彰化） 

50M 蛙式 28.02 吳浚鋒 2017/8/24 2017臺北世大運 

100M 蛙式 1:03.33 江信宏 2009/10/27 98年全國運動會(臺中) 

200M 蛙式 2:15.52 江信宏 2014/06/2 103年全國分齡錦標賽(高雄) 

50M 蝶式 24.62 張國基 2017/5/10 106年全大運(臺北) 

100M 蝶式 55.78 徐佳偉 2009/10/27 98年全國運動會(臺中) 

200M 蝶式 2:04.54 宋柏賢 2013/10/24 102年全運會(臺北) 

200M 混合式 2:05.05 黃硯歆 2014/5/21 103年全大運(雲林) 

400M 混合式 4:32.89 溫仁豪 2017/10/24 106年全國運動會(宜蘭) 

 

4X100混合式 

接力 

3:48.41 

張國基 

吳浚鋒 

宋柏賢 

賴亮薰 

 

2017/5/10 

 

106年全大運(臺北) 

 

4X100自由式 

接力 

3:28.07 

張國基 

賴亮薰 

陳界豪 

黃硯歆 

 

2015/5/4 

 

104年全大運(臺北) 

 

4X200自由式 

接力 

7:47.05 

黃硯歆 

趙晏熙 

張國基 

賴亮薰 

 

2014/5/19 

 

103年全大運(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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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校游泳最高紀錄 

女子甲組 

項目 成績 保持者 日期 比賽名稱及地點 

50M 自由式 26.27 宋欣憶 2013/10/22 102年全國運動會(臺北) 

100M 自由式 57.00 宋欣憶 2013/10/20 102年全國運動會(臺北) 

200M 自由式 2:04.53 聶品潔 2007/10/23 96年全國運動會(臺南) 

400M 自由式 4:30.60 謝至琳 2011/10/26 100年全國運動會(彰化) 

800M 自由式 9:18.72 曾婕娟 2017/10/23 106年全國運動會(宜蘭) 

1500M 自由式 18:59.50 吳晏如 2006/4/7 95年全大運(雲林) 

50M 仰式 30.79 林思晴 2015/5/3 104年全大運(臺北) 

100M 仰式 1:06.71 陳品璇 2019/4/29 108年全大運(嘉義) 

200M 仰式 2:28.96 陳品璇 2019/4/27 108年全大運(嘉義) 

50M 蛙式 32.78 黃玟綺 2015/5/2 104年全大運(臺北) 

100M 蛙式 1:11.84 黃玟綺 2015/5/4 104年全大運(臺北) 

200M 蛙式 2:39.00 黃玟綺 2015/5/5 104年全大運(臺北) 

50M 蝶式 29.12 蔡怡娟 2009/5/6 98年全大運(臺北) 

100M 蝶式 1:06.08 曾婕娟 2018/6/1 107年第 60屆水上運動會 

200M 蝶式 2:22.16 曾婕娟 2018/4/30 107年全大運(桃園) 

200M 混合式 2:26.37 聶品潔 2007/5/5 96年全大運(臺北) 

400M 混合式 5:17.58 謝至琳 2013/4/28 103年全大運(雲林) 

 

4X100混合式 

接力 

 4:28.07 

林思晴 

黃玟綺 

戴詠璇 

宋欣憶 

 

2015/5/6 

 

104年全大運(臺北) 

 

4X100自由式 

接力 

3:59.86 

宋欣憶 

許雅喬 

謝至琳 

林思晴 

 

2014/5/21 

 

103年全大運(雲林) 

 

4X200自由式 

接力 

8:54.90 

程璉如 

張伊讓 

陳品璇 

曾婕娟 

 

2019/4/28 

 

108年全大運(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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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校游泳最高紀錄 

男子乙組 

項目 成績 保持者 日期 比賽名稱及地點 

50m 自由式 25.66 任  傑 2019/4/30 108年全大運(嘉義) 

100m自由式 57.32 任  傑 2019/4/28 108年全大運(嘉義) 

200m自由式 2:05.84 林柏廷 2014/5/18 103年全大運(雲林) 

400m自由式 4:33.29 胡浩洋 2012/5/6 101年全大運(高雄) 

800m自由式 9:37.43 胡浩洋 2012/5/7 
101年全大運(高雄)  

(1500M自由式中途計時)  

1500m自由式 18:08.83 胡浩洋 2012/5/7 101年全大運(高雄) 

50m仰式 29.72 張瑋哲 2014/5/18 103年全大運(雲林) 

100m仰式 1:05.98 張瑋哲 2012/5/8 101年全大運(高雄) 

200m仰式 2:30.16 徐茂庭 2011/5/5 100年全大運(花蓮) 

50m蛙式 33.40 王瑞標 1999/3/29 88年全大運(嘉義) 

100m蛙式 1:15.29 王瑞標 1999/3/27 88年全大運(嘉義) 

200m蛙式 2:46.68 王瑞標 1999/3/28 88年全大運(嘉義) 

50m蝶式 26.95 林柏廷 2015/5/6 104年全大運(臺北) 

100m蝶式 1:00.30 林柏廷 2015/5/2 104年全大運(臺北) 

200m蝶式 2:24.21 湯銘德 2004/3/9 93年全大運(臺中) 

200m混合式 2:25.35 林柏廷 2014/5/21 103年全大運(雲林) 

400m混合式 5:20.50 胡浩洋 2014/5/18 103年全大運(雲林) 

4×100m混合式

接力 
4:27.20 

張瑋哲 

梁森泉 

林柏廷 

胡浩洋 

2012/5/4 101年全大運(高雄) 

4×100m自由式

接力 
3:50.30 

胡浩洋 

翁新泉 

張瑋哲 

林柏廷 

2014/5/21 103年全大運(雲林) 

4×200m自由式

接力 
8:41.20 

胡浩洋 

張瑋哲 

任 傑 

林柏廷 

2014/5/19 103年全大運(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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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校游泳最高紀錄 

女子乙組 

項目 成績 保持者 日期 比賽名稱及地點 

50m 自由式 28.79 彭于棻 2016/5/2 
105年全大運(臺東)  

(4×100M自由式接力中途計時) 

100m自由式 1:04.57 徐穎彤 2016/6/4 105年水運會 

200m自由式 2:32.15 陳羿坊 2012/5/6 
101年全大運(高雄) 

(4x200M自由式接力第ㄧ棒) 

400m自由式 5:24.78 呂姿穎 2014/5/17 103年全大運(雲林) 

800m自由式 11:39.20 謝青芳 2015/5/3 104年全大運(臺北) 

1500m自由式 28:00.74 陳欣欣 2000/4/27 89年全大運(新竹) 

50m仰式 35.05 彭于棻 2015/6/5 104年第 57屆水上運動會 

100m仰式 1:19.31 彭于棻 2016/6/4 105年第 58屆水上運動會 

200m仰式 2:57.27 謝青芳 2016/4/30 105年全大運(臺東) 

50m蛙式 37.49 彭于棻 2014/5/20 103年全大運(雲林) 

100m蛙式 1:24.42 彭于棻 2016/5/2 105年全大運(臺東) 

200m蛙式 3:04.89 彭于棻 2016/5/3 105年全大運(臺東) 

50m蝶式 33.70 青木里加 2016/6/5 104年第 57屆水上運動會 

100m蝶式 1:19.19 青木里加 2015/5/2 104年全大運(臺北) 

200m蝶式 3:03.51 呂姿穎 2013/4/30 102年全大運(宜蘭) 

200m混合式 2:49.86 呂姿穎 2012/5/5 101年全大運(高雄) 

400m混合式 6:04.43 呂姿穎 2012/5/7 101年全大運(高雄) 

4×100m混合式

接力 
5:15.45 

謝青芳 

彭于棻 

青木里加 

林渝軒 

2016/5/3 105年全大運(臺東) 

4×100m自由式

接力 
4:34.02 

林渝軒 

蔡懷琦 

江玥葶 

謝青芳 

2018/4/30 107年全大運(桃園) 

4×200m自由式

接力 
10:24.25 

林渝軒 

江玥葶 

謝青芳 

蔡懷琦 

2018/4/28 107年全大運(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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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甲組水運會最高紀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項目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日期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日期 

50M 自由式 23.50 張國基 體 104 2013/5/31 27.12 聶品潔 體 99 2007/5/10 

100M 自由式 53.46 黃智勇 體 90 1998/5/15 1:02.05 謝至琳 體 104 2012/6/1 

200M 自由式 1:59.62 黃硯歆 體 106 2013/5/31 2:08.05 謝至琳 體 104 2013/5/31 

400M 自由式 4:29.99 林書任 體 93 2004/5/13 4:55.28 謝淑姿 體 93 2011/5/11 

1500M 自由式 18:28.96 常方舜 體 85 1994/5/20 11:05.90 許素卿 體 85 1993 

50M 仰式 28.77 賴亮薰 競 106 2013/5/31 32.34 金雪 體 102 2010/6/4 

100M 仰式 1:01.49 趙晏熙 體 103 2013/5/31 1:11.54 傅筱涵 競 97 2006/5/12 

200M 仰式 2:23.30 劉桐霖 體 90 1998/5/15 2:48.08 黃曉婷 體 89 1997/5/17 

50M 蛙式 29.51 吳浚鋒 體碩博 2016/6/4 35.82 黃玟綺 競 107 2015/6/5 

100M 蛙式 1:06.55 江信宏 體 100 2008/5/3 1:20.91 宋欣憶 競 106 2013/5/31 

200M 蛙式 2:27.48 李宗爵 體 92 2001/5/11 2:53.64 李靜佳 體 88 1996 

50M 蝶式 25.60 曾昱誠 體 108 2018/6/1 29.14 蔡怡娟 體 100 2008/5/3 

100M 蝶式 56.49 黃硯歆 體 106 2015/6/5 1:06.08 曾婕娟 競 110 2018/6/1 

200M 蝶式 2:27.22 常方舜 體 85 1996     

200M混合式 2:13.83 王韋文 競 98 2007/5/10 2:41.59 謝淑婷 體 93 2001/5/11 

400M混合式 4:49.31 曾正華 體 92 2000/5/12     

 

4x50M混合式 

接力 

 

1:59.29 

林大民 

黃柏淯 

吳駿騰 

陳林鴻 

 

體 93 

 

2001/5/10 

 

2:13.02 

王瑋婷 

傅筱涵 

陳佩筠 

張廖妤洵 

 

競 97 

 

2006/5/12 

500 公尺大隊 

接力 
4:42.77  體 93 2004/5/14 6:01.02  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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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乙組水運會最高紀錄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項目 成績 
保持

者 
單位 日期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日期 

50m 自由式 26.12 林柏廷 數學系 2014/6/6 28.89 彭于棻 科技系 2015/6/5 

100m自由式 58.39 林柏廷 數學系 2015/6/5 1:04.57 徐穎彤 人發系 2016/6/4 

200m自由式 2:23.86 王瑞標 數學系 2000/5/12 2:54.03 呂佩蓉 社教系 2005/5/13 

400m自由式 6:15.58 曾茂勝 英語系  6:48.16 朱淑芬 地科系 1995 

800m自由式 12:56.00 曾茂勝 英語系      

50m仰式 30.80 任傑 歷史系 2016/6/4 35.05 彭于棻 科技系 2015/6/5 

100m仰式 1:10.10 任傑 生科系 2015/6/5 1:19.31 彭于棻 科技系 2006/6/4 

200m仰式 3:02.98 宋建毅 工技系 1993 4:01.99 譚敏敏 音樂系  

50m蛙式 34.54 蔡尚宏 化學系 2016/6/4 38.47 彭于棻 科技系 2013/5/31 

100m蛙式 1:19.67 王瑞標 數學系 1997/5/17 1:28.37 彭于棻 科技系 2013/5/31 

200m蛙式 3:06.90 李奕奮 工教系  3:53.89 傅晶文 資訊系  

50m蝶式 27.32 林柏廷 數學系 2013/6/6 33.70 青木里加 臺文系 2015/6/5 

100m蝶式 1:06.14 林柏廷 數學系 2015/6/5 1:24.44 謝青芳 社教系 2018/6/1 

200m混合式 2:32.80 胡浩洋 國語中心 1998/5/14 3:27.40 余香琳 英語系  

4×50m混合式

接力 
2:14.25 

王建德 

阮皓鈞 

徐維鴻 

鐘維軒 

我要當老師 2006/5/12 2:54.78 

蔡佳玲 

何宜軒 

周旻樺 

鄭筱親 

工技系 20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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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事項申訴表 

申訴事由  

糾

紛

發

生 

時 

間 
 

地 

點 
 

申訴依據  

佐證人事物  

申訴單位  

申

訴

人    （簽章） 

單

位

負

責

人 （簽章） 

申

訴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 

裁      決 

 

審判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月    日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