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游泳代表隊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 成績整理 

女子組 
姓名 比賽項目 成績 名次 

林姵彣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32.57 金牌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1:10.97 金牌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蛙式 2:34.83 銀牌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自由式 27.00 第六名 

陳俞蓉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仰式 29.99 銀牌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蝶式 27.81 銅牌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 1:03.69 第四名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自由式 59.54 第八名 

李如羿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1:05.30 銀牌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仰式 30.45 第五名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2:23.82 第五名 

廖曼汶 
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33.42 銅牌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1:12.40 銅牌 

邱羿臻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自由式 58.40 銅牌 

王雅蓁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蝶式 2:23.25 第四名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 1:03.87 第五名 

何品莉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 2:25.14 第五名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自由式 2:17.49 第八名 

張雅佳 
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1:06.44 第五名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2:26.18 第六名 

廖涵芸 女子組游泳 400 公尺混合式 5:12.64 第五名 

陳𥴰安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蛙式 2:45.99 第七名 

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 2:28.37 第八名 

李如羿 林姵彣 

陳俞蓉 邱羿臻 
女子組游泳 4x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4:21.02 銅牌 

邱羿臻 吳依瑄 

李如羿 何品莉 
女子組游泳 4x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8:51.58 第四名 

陳俞蓉 何品莉 

邱羿臻 林姵彣 
女子組游泳 4x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3:58.12 第四名 

 

 

 

 

 



臺中市游泳代表隊參加 108年全國運動會 成績整理 

男子組 

姓名 比賽項目 成績 名次 

王星皓 

男子組游泳 400 公尺混合式 4:21.29 金牌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 2:02.90 金牌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 53.70 銀牌 

男子組游泳 1500 公尺自由式 15:47.59 銀牌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蝶式 2:00.14 銀牌 

男子組游泳 400 公尺自由式 3:54.54 銀牌 

男子組游泳 800 公尺自由式 8:14.29 銅牌 

蔡秉融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蛙式 2:14.22 金牌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1:02.97 金牌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29.00 銀牌 

傅堃銘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57.77 銀牌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2:04.55 銅牌 

男子組游泳 400 公尺混合式 4:25.70 第四名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 2:05.36 第四名 

陳志明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1:03.72 銀牌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29.06 第四名 

朱晨愷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蛙式 2:15.09 銀牌 

朱宸平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 53.73 銅牌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蝶式 24.69 銅牌 

蕭永淇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自由式 23.32 第四名 

周偉良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00:58.66 第五名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自由式 00:51.72 第六名 

李恩愷 
男子組游泳 800 公尺自由式 08:30.41 第五名 

男子組游泳 1500 公尺自由式 16:14.92 第六名 

徐佳宸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02:06.75 第五名 

王學冠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蝶式 02:03.00 第五名 

劉昱昇 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自由式 01:57.13 第七名 

蘇聖睎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仰式 27.53 第七名 

王星皓 蔡秉融 

朱宸平 周偉良 
男子組游泳 4x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03:43.09 金牌 

周偉良 劉昱昇 

王星皓 傅堃銘 
男子組游泳 4x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03:27.49 銅牌 

李恩愷 蔡秉融 

傅堃銘 王星皓 
男子組游泳 4x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07:41.51 第四名 



臺中市公開水域代表隊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 成績整理 

男子組 
姓名 比賽項目 成績 名次 

謝季儒 男子組公開水域 5 公里 1:07'04"90 第七名 

陳昱淞 男子組公開水域 7.5 公里 01:44:40.15 第八名 

李恩愷 男子組公開水域 5 公里 1:07'09"78 第八名 

陳昱淞 蔡銓韋 

李恩愷 謝季儒 
男子組公開水域 4x1.25 公里接力 01:03:24.96 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