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中正國小 1 1 0 學年度班際水中運動大會成績報告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自由
式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4 6-5 6-3 6-2 6-5 6-5 

姓名 田佳璿 孫于淮 李昕穎 呂陳巧苾 林玫妤 曾苡晴 

成績 32”59 41”29 54”71 55”13 55”91 56”94 

自由
式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3 6-2 6-1 6-1 6-3 6-5 

姓名 曾品碩 吳宇軒 楊紘睿 蔡泓翊 林冠淯 余相澄 

成績 44”85 45”53 48”66 49”91 53”25 54”06 

自由
式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5 5-4 5-4 5-3 5-1 5-3 

姓名 林軒糸 李沂靜 陳筠蓉 陳婕恩 黃以晴 吳芯瑀 

成績 47”91 53”72 1’03”22 1’05”25 1’07”62 1’07”69 

自由
式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2 5-3 5-4 5-5 5-5 5-3 

姓名 劉鎧瑜 蘇翔 邱柏鈞 潘丞裕 邱畇閎 胡渝瑞 

成績 40”72 47”59 49”50 53”06 53”44 53”56 

自由
式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4 4-1 4-6 4-6 4-5 4-3 

姓名 高睿彤 殷淮柔 李星霈 温芯 黃芷妤 楊芮棠 

成績 53”85 59”03 1’00”06 1’07”10 1’07”78 1’09”75 

自由
式 

四年級男童 

班級 4-4 4-2 4-2 4-5 4-6 4-6 

姓名 張允羲 黃邦硯 廖帣維 林軒諒 王俊博 吳昱佐 

成績 42”04 44”94 48”10 54”84 1’16”29 1’17”78 

自由
式 

三年級女童 

班級 3-2 3-5 3-4 3-4   

姓名 黃可昕 劉雨璇 潘芊慈 黃羽潔   

成績 22”06 25”81 26”72 39”81   

自由
式 

三年級男童 

班級 3-2 3-5 3-2 3-1 3-4 3-3 

姓名 歐陽孝丞 陳宥霖 陳劭旻 林翊晟 鐘威承 林暐紘 

成績 22”13 23”92 29”22 30”54 34”25 39”53 

自由
式 

二年級女童 

班級 2-5      

姓名 田佳宸      

成績 18”41      

自由
式 

二年級男童 

班級 2-5 2-3 2-2 2-3   

姓名 張丞安 張博閎 張騰譽 陳宥杉   

成績 24”78 29”75 34”81 44”78   

自由
式 

一年級女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自由
式 

一年級男童 

班級 1-2      

姓名 張騰顥      

成績 39”66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蛙式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2      

姓名 呂陳巧苾      

成績 1’30”41      

蛙式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3 6-5     

姓名 張胤玄 謝奇寧     

成績 1’01”30 1’25”50     

蛙式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4      

姓名 李沂靜      

成績 1’09”25      

蛙式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3 5-5 5-4 5-4 5-3 5-1 

姓名 蘇翔 邱畇閎 蔡竣翔 王宥翔 殷紹哲 紀呈宥 

成績 1’01”71 1’10”54 1’12”69 1’27”88 1’28”38 1’35”19 

蛙式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4      

姓名 王明漩      

成績 47”7      

蛙式 四年級男童 

班級 4-2 4-4     

姓名 廖帣維 張允羲     

成績 56”69 59”34     

蛙式 三年級女童 

班級 3-2      

姓名 黃可昕      

成績 29”66      

蛙式 三年級男童 

班級 3-3 3-2     

姓名 簡子睿 歐陽孝丞     

成績 28”84 29”72     

蛙式 二年級女童 

班級 2-4      

姓名 蔡孟渟      

成績 1’13”38      

蛙式 二年級男童 

班級 2-4      

姓名 高紹銓      

成績 38”07      

蛙式 一年級女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蛙式 一年級男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仰式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5 6-3 6-5 6-1 6-1  

姓名 孫于淮 洪維濃 洪宥洵 黃厤莛 林宜蓁  

成績 48”31 59”22 1’17”28 1’17”28 1’42”75  

仰式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1 6-1 6-2 6-3 6-1 6-2 

姓名 楊紘睿 潘以恩 畢正翰 江承洺 許凱昱 蔡學阜 

成績 52”78 1’10”09 1’13”31 1’20”94 1’22”65 1’22”65 

仰式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5 5-4 5-4 5-4 5-3 5-4 

姓名 林軒糸 陳筠蓉 蘇家家 王禹喬 庾琬喬 黃立寧 

成績 51”47 1’11”25 1’23”47 1’24”28 1’25”88 1’28”41 

仰式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1 5-5 5-3 5-3 5-3 5-4 

姓名 劉又華 許聖禾 邱信崴 潘再福 胡渝瑞 林宥睿 

成績 1’07”88 1’10”35 1’20”87 1’27”81 1’35”31 1’43”66 

仰式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3      

姓名 楊芮棠      

成績 1’26”81      

仰式 四年級男童 

班級 4-4 4-2 4-2 4-2 4-6 4-1 

姓名 李祈翰 蘇楷鈞 黃翊睿 黃羿豪 劉子琝 魏靖祐 

成績 1’32”75 1’42”00 1’42”03 1’46”96 1’53”28 2’03”06 

仰式 三年級女童 

班級 3-4 3-5 3-4    

姓名 潘芊慈 洪顥瑄 黃羽潔    

成績 30”15 35”16 44”53    

仰式 三年級男童 

班級 3-5 3-3     

姓名 陳宥霖 林暐紘     

成績 29”12 50”29     

仰式 二年級女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仰式 二年級男童 

班級 2-1      

姓名 潘政宇      

成績 50”50      

仰式 一年級男童 

班級 1-2      

姓名 張騰顥      

成績 39”47      

蝶式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4      

姓名 田佳璿      

成績 17”22      

蝶式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3 6-3     

姓名 曾品碩 林冠淯     

成績 26”28 30”38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蝶式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1      

姓名 蘇柔瑄      

成績 42”29      

蝶式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3      

姓名 殷紹哲      

成績 34”43      

蝶式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2      

姓名 黃羽臻      

成績 44”28      

蝶式 四年級男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蝶式 三年級女童 

班級 3-2      

姓名 昌沛昀      

成績 22”07      

蝶式 三年級男童 

班級 3-3      

姓名 簡子睿      

成績 27”69      

蝶式 二年級女童 

班級 2-5      

姓名 田佳宸      

成績 22”43      

蝶式 二年級男童 

班級 2-4      

姓名 高紹銓      

成績 28”18      

蝶式 一年級女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蝶式 一年級男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個人
四式
混合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3      

姓名 蔡欣恬      

成績 2’37”47      

個人
四式
混合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2      

姓名 吳宇軒      

成績 2’16”60      

個人
四式
混合 

五年級女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項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個人
四式
混合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2      

姓名 劉鎧瑜      

成績 1’47”69      

個人
四式
混合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4      

姓名 王明漩      

成績 1’31”63      

個人
四式
混合 

四年級男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個人
四式
混合 

三年級女童 

班級 3-2      

姓名 昌沛昀      

成績 1’43”75      

個人
四式
混合 

三年級男童 
班級       

姓名       

成績       

四式
接力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3      

姓名 蔡欣恬      

姓名 洪維濃      

姓名 李昕穎      

姓名 陳依珊      

成績 2’16”94      

四式
接力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3      

姓名 曾品碩      

姓名 林冠淯      

姓名 張胤玄      

姓名 林威成      

成績 1’50”69      

四式
接力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5      

姓名 林軒糸      

姓名 黃心韻      

姓名 謝欣妍      

姓名 鄒欣彤      

成績 2’21”38      

四式
接力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2 5-5     

姓名 劉鎧瑜 潘丞裕     

姓名 吳桓宇 邱畇閎     

姓名 莊皓鈞 林秉奎     

姓名 劉宇軒 許聖禾     

成績 1’53”40 2’13”09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自由
式接
力 

六年級女童 

班級 6-5 6-3     

姓名 曾苡晴 蔡欣恬     

姓名 孫于淮 洪維濃     

姓名 洪宥洵 李昕穎     

姓名 林玫妤 陳依珊     

成績 3’44”68 3’59”91     

自由
式接
力 

六年級男童 

班級 6-1 6-3     

姓名 楊紘睿 林冠淯     

姓名 潘以恩 曾品碩     

姓名 宋浩鳴 吳德柏     

姓名 蔡泓翊 林威成     

成績 3’40”54 3’40”56     

自由
式接
力 

五年級女童 

班級 5-4      

姓名 李沂靜      

姓名 陳筠蓉      

姓名 王禹喬      

姓名 黃立寧      

成績 4’19”56      

自由
式接
力 

五年級男童 

班級 5-2      

姓名 劉鎧瑜      

姓名 吳桓宇      

姓名 莊皓鈞      

姓名 劉宇軒      

成績 3’30”25      

自由
式接
力 

四年級女童 

班級 4-1 4-4 4-6 4-5   

姓名 李頤親 王明漩 温芯 梁卉   

姓名 殷淮柔 高睿浵 李星霈 黃芷妤   

姓名 林宇璐 陳昕彤 劉子琳 陳彤宜   

姓名 羅馨尹 黃品蓁 洪紫祺 陳映宇   

成績 1’58”19 1’59”00 2’04”48 2’28”22   

自由
式接
力 

四年級男童 

班級 4-2 4-4 4-1 4-6   

姓名 廖帣維 張允羲 庾泊瑋 方子元   

姓名 蘇楷鈞 李祈翰 郭瀚鈞 胡善鈞   

姓名 黃邦硯 王至廷 魏靖祐 王俊博   

姓名 陳冠儒 馮柏睿 邵煌凱 劉子琝   

成績 1’58”23 2’06”78 2’28”63 2’36”44   

自由
式接
力 

三年級 

班級 3-2 3-5     

姓名 歐陽孝丞 梁鈞喆     

姓名 陳劭旻 陳宥霖     

姓名 黃可昕 劉雨璇     

姓名 昌沛昀 洪顥瑄     

成績 1’42”91 2’20”53     



項  

目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自由
式接
力 

 

班級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