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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隊職員須知 

一、參賽證明：選手檢錄及參加比賽時應隨身配戴「109年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

製發之選手證及分級證（含國際分級卡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

證）」。另，射箭項目需額外配戴「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手分級證－射箭備

卡」，方可參賽（選手不得以身分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服務證、學生證或駕照

等證件替代）。如選手證遺失，務必備妥1吋相片盡速到大會競賽組申請補發。比賽時

間，經查選手分級有疑義者或受提正式抗議時，須重新辦理鑑定，選手及團隊需配合辦

理，未配合辦理者，取消選手本次賽會參賽資格。 

二、獎勵規定：各競賽種類(註冊達 3 個單位以上)比賽項目註冊人數若達競賽規程舉行比

賽條件時(2 人/隊以上)，由競賽組編配列入賽程。比賽進行前，實際出賽人數只剩 1 

人(組/隊)或 2 人(組/隊)時，比賽照常進行，依競賽規程第十條獎勵規定給予獎牌及

獎狀。 

三、號碼布：下列競賽種類號碼應依規定配掛於運動服上衣，未按規定配掛者，不得參加比

賽。 

(一)田徑：胸前、背後各1面（跳高擇一），另輪椅組選手輪椅背面多1面。 

(二)桌球：背後1面。 (三)射擊：背後1面。 

(四)保齡球：胸前、背後各1面。 (五)地板滾球：胸前、背後各一面。 

(六)射箭：配掛於箭袋一面。  

四、申訴及抗議：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依各競賽種類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如秩序冊

競賽規程附表六)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

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之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參賽選手分級不符之抗議，得先以口頭提出抗議，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如秩序冊競賽規程附表七)抗議，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

受理。書面抗議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正式申訴、抗議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抗議理由未成

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並列入籌備處經費收入。 

五、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條文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條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定之，其判決為終

決。 

(三)運動員身份資格或分級抗議案件，經相關分級或審查單位確認後，由運動競賽審查

會裁定。 

(四)非上述三款之爭議，由運動競賽審查會審查裁定之。 

六、為確保各競賽場館競賽品質及安全，在比賽中除大會技術人員、工作人員、參賽選手和

教練外，其餘人員請在觀眾席參觀，嚴禁入場。射擊及射箭比賽參賽隊職員必須聽從大

會裁判人員指揮。 

七、比賽因偶發事件停止，再繼續比賽時，其停止前比賽時間及得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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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項比賽決賽後於競賽場地立即頒獎，選手請穿著單位服裝接受頒獎。 

九、選手證及分級證，不得轉借他人使用，違者當場沒收，並取消比賽資格。 

十、競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支援人員及參賽隊職員，應遵守衛福部所頒

「COVID-19生活防疫指引、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及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等相關，

出入競賽場館應全程配戴口罩，配合大會人員體溫感測，倘有上呼吸道症狀者，依大會

所訂防疫規定辦理。 

十一、參賽選手於比賽前得脫下口罩進行競賽活動，比賽完成後應配戴口罩離場。 

十二、競賽期間參賽隊職員不遵守上開配戴口罩規定，經大會人員勸導後，仍不配戴口罩，

則大會有權不予同意其進入場館。 

十三、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領隊會議或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說明，前揭事項錄列會

議紀錄，請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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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比賽隊職員須知 

一、 檢錄：每項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自行到檢錄處，憑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及中華民國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證」，至檢錄處聽侯檢錄，並依分組點名，靜候

檢錄處裁判率隊進場，逾時不到者，以棄權論。 

二、 選手若因故無法出場比賽，應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請假申請，相關

證明，需經裁判長核備存查，否則以無故棄權論。但請假者當天賽程即不得出賽，隔天

可繼續出賽；無故棄權者，取消後續所有參賽資格【包含接力項目】。 

三、 選手若因【賽程衝突】導致部份競賽請假，仍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

請假申請，經查證屬實，該請假選手仍得以出賽當天後續各賽程。 

四、 參加接力賽各隊「棒次表」，經教練確認簽名後，於檢錄前送至檢錄處，檢錄時需全員
報到，逾時者取消該隊參賽資格。 

五、 若有選手冒名頂替參賽事實者，檢舉者可於該場次比賽前得提出口頭申訴(後補書面申

訴資料)或比賽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經查屬實者取消該場參賽成績，並取消原

報名參賽者及冒名頂替者後續之所有比賽資格。 

六、 比賽選手身體健康狀況，請依大會競賽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辦理。 

七、 競賽組將於技術會議中與各單位隊職員確認「不出賽名單」。 

八、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說明，前揭事項錄列會議紀錄，請各
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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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程 

中華民國108年5月3日運動競賽審查會第1次會議決議通過 

教育部108年5月21日臺教授體字第1080016966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108年9月6日運動競賽審查會第2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8年10月22日臺教授體字第1080034607號函同意備查 

教育部109年1月22日臺教授體字第1090002193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運動競賽審查會第3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9年8月18日臺教授體字第1090025183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第一條 依據：本規程依據「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三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以下簡稱本賽會）

訂於中華民國109年11月27日(星期五)至11月30日(星期一)，在臺東縣舉

行。 

第三條 承辦單位：臺東縣政府。 

第四條 參加單位：直轄市、臺灣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第五條 選手參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中華民國國民，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並符合各

參賽項目分級、審查標準，且在其註冊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

滿三年以上者【以106年2月7日(星期二)以前設籍為準】。 

二、年齡規定： 

（一）依各種身心障礙國際賽會規則之年齡規定，並訂定於各該競

賽種類技術手冊內（各項競賽足歲年齡認定以比賽前1天為

準）。 

（二）未滿20歲之選手註冊時，應經監護人於「監護人授權同意書」

上簽名同意，但未滿20歲已結婚者，不在此限。（如附表一） 

三、分級及審查：籌備處設分級及審查組，辦理選手分級及審查之行政

事務。肢障及視障者之分級工作委請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以下簡稱殘總）身心障礙者體位分級及健康管理中心辦理；智障

者之審查工作委請殘總心智委員會辦理；聽障者之審查工作委請中

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辦理。各類分級、審查工作依第七條第

二款規定辦理。未持有大會認可之分級卡之運動員，不得參賽；惟

比賽時，遇分級師針對分級部分有疑義或縣市提出抗議時，須重新

做分級及審查。 

(一)肢障者及視障者部分，須列名殘總最新公告之分級清單

（Classification Master List）者方得報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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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障者參加聯誼性活動者，採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報

名資格，如下： 

1.凡8足歲以上在學者報名時，提供各級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證明

屬智能障礙者或領有新制ICF鑑定證明屬心智障礙類者，始能

報名。 

2.凡8足歲以上非在學者報名時，領有新制ICF鑑定證明屬心智

障礙類者，始能報名。 

(三)智障者參加非聯誼性活動競賽者，須經籌備處委請之殘總心智

委員會或國際智障者運動總會(以下稱virtus)審查通過；未

經審查通過者，須檢具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之相關資料，並由殘

總心智委員會辦理資格審查。 

1. 智力功能明顯缺損，指標準化智力測驗分數全量表智商 75

（含）以下。其分量表間的IQ分數有明顯落差者，應再就全

量表智商分數重新解釋或判定無效。 

2. 適應功能明顯不足者，指概念學習、社會性、實用技能等行
為層面或整體適應行為功能上有障礙。 

3. 於零至十八歲發展階段有明顯呈現智能障礙事實者，其智力

功能及適應行為評鑑工具依virtus認定或採認標準化測量工

具；常模(Norm)參照測驗，應包括一般常模、特殊群體常模

對照，並依系統觀察程序及收集證據。前項資料可依【智障

運動員報名資料檢核表】（如附表二），向各相關單位申請。 

(四)聽障者以註明聽障類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報名註冊。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未註明聽障類者，須執醫學中心或公立醫院

鑑定優耳聽力損失 55 分貝（含）以上之聽力鑑定表辦理報名註

冊（如附表三）。 

四、選手證：選手參加比賽時應隨身佩帶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否則不得參賽（選手不得以身分證、健保卡、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服務證、學生證或駕照等證件替代）。 

五、參加單位各項各級比賽個人賽最多限報 2 名（惟射擊、射箭項目依賽

制另行規定之），團體賽限報1隊。 

六、參加競賽性活動者須經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可，得參加劇烈運動競

賽， 並應檢附「參賽選手保證書」（如附表四）。 

七、各縣市團本部隊職員、各種類競賽項目隊職員、選手應填具個人資料

授權書（如附表五）。 

第六條 競賽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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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帕拉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及亞洲帕拉運動會

（Asia Para Games）所屬競賽種類： 

(一) 肢障：01.田徑 02.游泳 03.羽球 04.桌球 05.輪椅網球 06.健

力 07.射擊08.輪椅籃球 09.保齡球 10.射箭 11.地板滾球。 

(二) 視障：01.田徑 02.游泳 03.保齡球。 

(三) 智障：01.田徑 02.游泳 03.桌球。 

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 Games）所屬競賽種類：01.田徑 02.

游泳 03.羽球 04.桌球 05.射擊 06.籃球 07.保齡球。 

三、聯誼性活動：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Special Olympics Games）所屬運動種類： 

01.特奧羽球 02.特奧保齡球 03.特奧滾球 04.特奧輪鞋競速。 

第七條 報名註冊、分級及審查、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報名註冊： 

(一) 參加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註冊，不接受個人或學校註冊，
逾期不受理。 

(二) 報名註冊採網際網路方式（網址：sport109.boe.ttct.edu.tw）。 

(三) 正式網路註冊：自109年1月6日(星期一)8時起至109年2月7日(星期

五)17時止。註冊截止日後資料不得更改。 

(四) 資格審查：109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臺東縣立新生國民

中學（950臺東市新生路641巷64號）舉行。 

(五) 預定賽程表公布：109年9月1日(星期二)前公布於本賽會網站。 

二、分級及審查：各參加單位於109年1月6日(星期一)正式網路註冊前，

確認選手己取得分級及審查通過資格，以維護參賽選手權益。 

三、各參加單位完成正式網路註冊後，另須將註冊結果由大會報名系統列印

選手基本資料表、選手分項資料表、照片檢核表、參賽選手保證書及個

人資料授權同意書、監護人授權同意書書面資料，於109年2月14日(星

期五)前以掛號寄至本賽會籌備處競賽組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950

臺東市新生路641巷64號)，以利大會核對戶籍及製發選手證。 

註：「參賽選手保證書」（如附表四），須將身分證（正反面）影印

本、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本、分級證明（正反面）

影本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具學生身份者）浮貼，並加蓋註冊

單位印信，附上報名前一個月【108年12月5日(星期四)之後】戶籍

謄本正本。 

四、網路註冊時，請務必上傳選手及隊職員數位相片檔案，以利大會製發隊

職員及選手證。未附相片檔案或戶籍、年齡、障礙類別不符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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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如發現資格不符之註冊選手由大會刪除並通知各縣市政府。 

五、各參加單位團員參加開閉幕典禮或競賽者，必須穿著印有各縣市單位

字樣或標幟之規定服裝。 

六、單位報到：訂於109年11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12時在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950臺東市正氣北路911號）辦理報到手續及領取有關資

料，並於下午1時舉行總領隊會議(會議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七、裁判及技術會議： 

(一) 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109年11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由各競

賽種類裁判長及審判（仲裁）委員召集人共同負責召開（會議地

點另行通知）。 

(二) 各競賽種類裁判會議：109年11月26日(星期四)下午4時召開（會

議地點另行通知）。 

第八條 競賽規則：各種競賽規則均採用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聽

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及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審定之最新運動競賽

規則。 

第九條 各競賽種類及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 各競賽種類註冊須達 3 個單位以上。 

二、 個人項目及團體項目（指田徑、游泳之接力及桌、羽…等球類之團
體賽）註冊人數須達 2 人（隊）以上，且分屬不同單位。 

三、 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外，若未達前項比賽條件，則取消該項比賽。 

第十條 獎勵： 

一、錄取各競賽種類（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分別頒給競賽種類（項目）

金、銀、銅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之運動員，頒給競賽項目獎

狀，惟錄取名額依本條第二款人數規範。 

二、各競賽種類（項目）依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3 隊（人）（含）以下錄取一名。 

(二)4 隊（人）或 5 隊（人）錄取二名。 

(三)6 隊（人）或 7 隊（人）錄取三名。 

(四)8 隊（人）或 9 隊（人）錄取四名。 

(五)10 隊（人）或 11 隊（人）錄取五名。 

(六)12 隊（人）或 13 隊（人）錄取六名。 

(七)14 隊（人）或 15 隊（人）錄取七名。 

(八)16 隊（人）（含）以上錄取八名。 

三、第二款參賽隊（人）數之計算，以報名註冊經資格審查後合格之隊

（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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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參加種類（項目）全部賽程中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五、田徑、游泳之接力項目，以參加決賽之運動員為準。 

第十一條 競賽秩序： 

一、各種運動之競賽秩序，由籌備處競賽組另函通知公開抽籤或按各種運動

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球類比賽制度，訂於各該競賽種類技術手冊中，並於賽前抽籤會議中決

定競賽秩序，如有需要，並得安排會前賽。 

三、各競賽種類（項目）為便於賽程安排，得由競賽組視實際需要併項

併組併級比賽，各組各級成績分別計算擇取名次。 

四、選手參賽所需之服裝及比賽用輪椅等，均由參加單位負責，不得要求大

會提供。 

五、選手自備器材中田徑項目之鉛球、標槍、鐵餅，須於正式比賽前一

天下午2時前送交大會器材組檢驗；自備框架、競速輪椅比賽前在檢

錄時，由裁判當場檢驗；保齡球、輪椅、地板滾球比賽用球自備者及選手

所需之輔具， 在比賽前 24 小時送由大會器材組鑑定並發給證明，以

憑參賽；桌球拍、射箭弓具及射擊槍枝與裝備在賽前由裁判當場鑑

定以憑參賽。 

六、運動員註冊後無故棄權，不得參加棄權後各項比賽。因身體不適或特殊

事故無法參加比賽時，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書面申請，於檢錄

（過磅）前30分鐘，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檢錄處，完成請假手續。

核准請假之參賽選手，該請假賽次以後之當天各賽程均不得出賽，

但次日賽程可再出賽。 

第十二條 申訴及抗議： 

一、有關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規

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

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如附表六）申訴，未依規定時

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

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分級不符之抗議，得先以口頭提出抗議，並於該場次比

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書面（如附表七）抗議，未依規定時間內提

出者，不予受理。書面抗議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

類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正式申訴、抗議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抗議

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並列入籌備處經費收入。 

第十三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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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則條文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條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定

之，其判決為終決。 

三、運動員身份資格或分級抗議案件，經相關分級或審查單位確認後，

由運動競賽審查會裁定。 

四、非上述三款之爭議，由運動競賽審查會審查裁定之。 

第十四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

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成績，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

狀。 

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

消該隊之參賽資格。但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代表團隊職員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對裁判員有

不正當行為致延誤或妨礙比賽等）時，除各有關審判（仲裁）委員

會當場予停賽處分外，按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選手

及其所屬教練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任何種類之比賽。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及該縣市參加下一屆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該單項之比賽權利。同時，該隊之

選手及其所屬教練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3.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會將該選手及教練違規之情事，轉請

相關全國性運動總（協）會、縣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依規定處

分之。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 

1.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職員擔任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任何種類之職員或選手。 

2.情節嚴重者取消該縣市參加下一屆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該單項之比賽。 

3.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會將該職員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縣

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三)選手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經裁判員或場地糾察員當場勸導無效，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

外，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縣市參加次下一屆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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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該單項之比賽。 

四、具學生或軍公教職員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籌備會函請所

屬主管機關議處。 

五、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

止該裁判員擔任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之裁判員。 

六、各單位參賽選手分級資格於參賽期間，如經大會分級師認定須重新分級

者，選手及其所屬單位需配合辦理，否則取消選手本次賽會參賽資格。 

七、參賽選手於分級、審查時蓄意欺騙，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

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成績，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及公告之，與追

究相關責任。並停止其參加下一屆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比賽之權

利。 

八、已註冊之選手，凡經舉發被判處禁賽，而尚未解除禁賽處分者，不得出

場及遞補，代表隊其他職員亦同。 

九、選手證照片與本人不符時，應於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提出更正，除不可

歸責其本人者外，應取消比賽資格。 

十、選手或團隊凡經註冊者務須出場與賽，無故棄權除取消續參賽資格外，

經由該競賽種類審判（仲裁）委員會議議決屬實者，停止其參加下一

屆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比賽之權利，並取消其已獲得之名次。 

十一、職員不得兼任本單位以外縣市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其他縣市之職員， 

否則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十二、審判（仲裁）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

等，不得兼任各代表隊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參加單位團本部

職員，否則取消其審判（仲裁）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

計時、報告員）資格。 

第十五條 本競賽規程經運動競賽審查會審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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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技術手冊(肢障、視障、智障) 

壹、競賽資訊 

一、大會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至 11月 30日（星期一）。 
二、競賽日程：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至 11月 30日（星期一）。 
三、競賽場地：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游泳池(臺東縣臺東市體中路 1號)。 
四、競賽項目及參賽類別：肢障、視障、智障 3 類。 

(一)競賽項目說明： 
1.肢障組：〈S1~S10、SB1~SB9、SM1~SM10〉。 

(1)肢障組選手分級依競賽規程之規定辦理。 
可參加之類別為：腦性麻痺脊髓損傷及小兒麻痺截肢及其他類別的肢體障礙。 
(2)肢障分級共分自由式、仰式各十級〈S1~S10〉、蝶式九級〈S2~S10〉;蛙式九級

〈SB1~SB9〉; 混合式十級〈SM1~SM10〉。 
(3)接力賽之參賽四位選手級數總和不得超過規定點數（例如：參賽四位選手級別
為 S8、S8、S9、S10，其級數總和是 35點。超過 34點的規定點數，將會被取消

資格）。參加接力選手只可參加一項自由式和一項混合式，不可同時參加 20點

和 34點自由式接力。（或同時參加 20點和 34點混合式接力） 
2.視障組：〈S11~S13、SB11~SB13、SM11~SM13〉。 

(1)視障組選手分級依競賽規程之規定辦理。共分三級： 

S11雙眼無光感，如有光感，則在任何距離、任何方向均無法辨識手的形狀。 

S12有能力分辨手的形狀到視力敏銳度 0.03和〈或〉視野小於 5度。 

S13視力敏銳度 0.03以上至 0.1和〈或〉視野大於 5度小於 20度。 

(2)視障三級之自由式、仰式、蝶式以 S11~S13表示；蛙式以 SB11~SB13表示；混

合式以 SM11~SM13表示。 

(3)49點 4*100M自由式接力規定參賽四位選手級數總和不得超過 49點〈混合式接

力亦同，其級數總和若超過 49點，將會被取消資格〉。 

3.智障組：〈S14、SB14、SM14〉 

(1)智障組選手之審查依競賽規程之規定辦理。 

(2)自由式、仰式、蝶式以 S14表示、蛙式以 SB14表示、混合式以 SM14表示。 

(二)競賽項目： 

1.肢障男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50M自由式：S1/S2/S3/S4/S5/S6/S7/S8/S9/S10。 

(2)100M自由式：S1/S2/S3/S4/S5/S6/S7/S8/S9/S10。 

(3)200M自由式：S1/S2/S3/S4/S5。 

(4)400M自由式：S6/S7/S8/S9/S10。 

(5)50M仰式：S1/S2/S3/S4/S5。 

(6)100M仰式：S1/S2/S6/S7/S8/S9/S10。 

(7)50M蛙式：SB1/SB2/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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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M蛙式：SB4/SB5/SB6/SB7/SB8/SB9。 

(9)50M蝶式：S2/S3/S4/S5/S6/S7。 

(10)100M蝶式：S8/S9/S10。 

(11)150M混合式：SM1/SM2/SM3/SM4。 

(12)200M混合式：SM5/SM6/SM7/SM8/SM9/SM10。 

(13)20點 4*50M自由式接力。 

(14)34點 4*100M自由式接力。 

(15)20點 4*50M混合式接力。 

(16)34點 4*100M混合式接力。 

2.肢障女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50M自由式：S1/S2/S3/S4/S5/S6/S7/S8/S9/S10。 

(2)100M自由式：S1/S2/S3/S4/S5/S6/S7/S8/S9/S10。 

(3)200M自由式：S1/S2/S3/S4/S5。 

(4)400M自由式：S6/S7/S8/S9/S10。 

(5)50M仰式：S1/S2/S3/S4/S5。 

(6)100M仰式：S1/S2/S6/S7/S8/S9/S10。 

(7)50M蛙式：SB1/SB2/SB3。 

(8)100M蛙式：SB4/SB5/SB6/SB7/SB8/SB9。 

(9)50M蝶式：S2/S3/S4/S5/S6/S7。 

(10)100M蝶式：S8/S9/S10。 

(11)150M混合式：SM1/SM2/SM3/SM4。 

(12)200M混合式：SM5/SM6/SM7/SM8/SM9/SM10。 

(13)20點 4*50M自由式接力。 

(14)34點 4*100M自由式接力。 

(15)20點 4*50M混合式接力 

(16)34點 4*100M混合式接力 

3.視障男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50M自由式：S11/S12/S13。 

(2)100M自由式：S11/S12/S13。 

(3)400M自由式：S11/S12/S13。 

(4)100M仰式：S11/S12/S13。 

(5)100M蛙式：SB11/SB12/SB13。 

(6)100M蝶式：S11/S12/S13。 

(7)200M混合式： SM11/SM12/SM13。 

(8)49點 4*100M自由式接力。 

(9)49點 4*100M混合式接力。 

4.視障女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50M自由式：S11/S12/S13。 

(2)100M自由式：S11/S12/S13。 

(3)400M自由式：S11/S12/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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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M仰式：S11/S12/S13。 

(5)100M蛙式：SB11/SB12/SB13。 

(6)100M蝶式：S11/S12/S13。 

(7)200M混合式： SM11/SM12/SM13。 

(8)49點 4*100M自由式接力。 

(9)49點 4*100M混合式接力。 

5.智障男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100M自由式：S14。 

(2)200M自由式：S14。 

(3)400M自由式：S14。 

(4)100M仰式：S14。 

(5)100M蛙式：SB14。 

(6)100M蝶式：S14。 

(7)200M混合式：SM14。 

(8)4*100M自由式接力。 

(9)4*100M混合式接力。 

6.智障女子組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混合式、接力賽： 

(1)100M自由式：S14。 

(2)200M自由式：S14。 

(3)400M自由式：S14。 

(4)100M仰式：S14。 

(5)100M蛙式：SB14。 

(6)100M蝶式：S14。 

(7)200M混合式：SM14。 

(8)4*100M自由式接力。 

(9)4*100M混合式接力。 

五、參加辦法： 

(一)戶籍規定：須符合競賽規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 

(二)年齡規定：須 12足歲以上(民國 97年 5月 21日【含】以前出生)。 

(三)肢障及視障選手之分級、智障選手之審查依競賽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四)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自行留存備查，

並於選手切結書具結。 

(五)註冊人數：每一單位各項級比賽個人賽最多限報 2名，團體賽限報 1隊。 

(六)註  冊：由各縣市政府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七)參賽規定：選手或團隊凡經註冊者務須出場與賽，無故棄權除取消後續參賽資格

外，另依競賽規程第十四條第十款規定辦理。 

六、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殘障體總）及中華民國游

泳協會審定採行之最新規則；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

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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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制度：比賽依規則規定編排，採計時決賽制。 

(三)本次比賽所使用之場地為 50公尺室內游泳池。 

(四)本次比賽參賽項目人數如未超過三人，大會可將其合併至上一級數同一項目舉

行，但成績、名次分開計算。。 

七、器材設備：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殘障體總審定採行之最新游泳規則

規定。 

貳、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指導下，由殘障

體總負責游泳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由籌備會與殘障體總會商聘請資深國家 A級以上裁判擔任，裁

判員由殘障體總就各縣市具國家 A級裁判資格者中推薦，由籌備會聘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人，召集人由籌備會與殘障體總會商聘任，委員由殘障

體總推薦，由籌備會聘任。其中至少 1人必須為承辦單位轄區內人員。 

三、申訴及抗議：所有申訴、抗議案件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四、比賽爭議之判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五、獎勵： 

(一)依據競賽規程第十條之規定辦理。 

(二)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縣市代表隊制服。 

(三)凡全部賽程中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參、會議： 
一、技術會議：以大會網站公告為準(預定於 109年 11月 1日前公告)。 
二、裁判會議：以大會網站公告為準(預定於 109年 11月 1日前公告)。 

肆、核准日期、文號：依教育部 109年 8月 18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5183號函核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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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聽障游泳技術手冊 

壹、競賽資訊 

一、大會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至 11月 30日（星期一）。 
二、競賽日程：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至 11月 30日（星期一）。 
三、競賽場地：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游泳池(臺東縣臺東市體中路 1號)。 
四、競賽項目及參賽類別：聽障類。 

(一)聽障男子組： 
1.個人項目： 
自由式 – 50M，100M，200M，400M。 

仰  式 – 50M，100M。 

蛙 式 – 50M，100M。 

蝶  式 – 50M，100M。 

個人混合式 – 200M。 
2.團體接力項目： 
自由式 – 4×100M。 

混合式 – 4×100M。 

(二)聽障女子組： 

1.個人項目： 

自由式 – 50M，100M，200M，400M。 

仰  式 – 50M，100M。 

蛙 式 – 50M，100M。 

蝶  式 – 50M，100M。 

個人混合式 – 200M。 

2.團體女子組： 

自由式 – 4×100M。 

混合式 – 4×100M。 

五、參加辦法： 

(一)戶籍規定：須符合競賽規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 

(二)年齡規定：不限。 

(三)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自行留存備查，

並於選手切結書具結。 

(四)註冊人數：每單位每一項目註冊不得超過 2人。 

(五)註  冊：由各縣市政府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六)參賽規定：選手或團隊凡經註冊者務須出場與賽，無故棄權除取消後續參賽資格

外，另依競賽規程第十四條第十款規定辦理。 

六、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聽體協）及中華民國游泳

協會審定採行之最新規則；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

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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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制度：依規則規定編排，採計時決賽制。 

(三)本次比賽所使用之場地為 50公尺室內游泳池。 

(四)聽力輔具：聽障類選手在比賽場域嚴格禁止使用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

等聽力輔具。  

七、器材設備： 

(一)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聽體協審定訂採行之最新規則規定。 

(二)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同一樣式配有（繡、貼、別皆可）該單位字樣或

標誌之服裝。 

貳、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指導下，由聽體

協負責游泳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由籌備會與殘障體總會商聘請資深國家 A級以上裁判擔任，裁

判員由聽體協就各縣市具國家 A級裁判資格者中推薦，由籌備會聘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人，召集人由籌備會與殘障體總會商聘任，委員由聽體

協推薦，由籌備會聘任。其中至少 1人必須為承辦單位轄區內人員。 

三、申訴：所有申訴案件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四、比賽爭議之判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五、獎勵： 

(一)依據競賽規程第十條之規定辦理。 

(二)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縣市代表隊制服。 

(三)凡全部賽程中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參、會議： 
一、技術會議：以大會網站公告為準(預定於 109年 11月 1日前公告)。 
二、裁判會議：以大會網站公告為準(預定於 109年 11月 1日前公告)。 

肆、核准日期、文號：依教育部 109年 8月 18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5183號函核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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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裁判 

 
審判委員召集人： 林金生        

審 判 委 員 ： 徐廣明 梁國楨       

裁 判 長 ： 陳復龍        

副 裁 判 長 ： 蘇建銘 沈義文       

會 場 管 理 ： 林炳枝 謝佳芬       

發 令 員 ： 蔡志鑫 林明坤       

終 點 主 任 ： 鄭正青        

終 點 裁 判 ： 蔡杜淵 劉俊宏       

計 時 主 任 ： 李團高        

計 時 副 主 任 ： 許東和        

計 時 裁 判 ： 史立宗 陳翊吟 顏順協 林双正 李雀華 張瑛娟 吳玲香 謝金珠 

轉身檢察主任： 陳玉輝        

轉身檢察副主任： 江姿穎        

轉身檢察裁判： 林珠隆 謝雁純 蔡欣芸 呂蓓蓓 彭翠華 鄧玉甘 游振義 張曾榮 

姿勢檢察主任： 蘇裕欽        

姿勢檢察裁判： 謝韶航 林信沐 陳瑞斌      

檢 錄 主 任 ： 張溪泉        

檢 錄 裁 判 ： 李文志 馬軍榮 余秀真 洪月媚     

紀 錄 主 任 ： 高惠如        

紀 錄 裁 判 ： 蔡瑪琍 陳秀華 高玉貞      

報 告 員 ： 郭源慈 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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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比賽程序表 

第一天: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 

上     午 

09:10 檢錄   09:3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1 001 聽障男子組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2 002 聽障女子組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3 003 肢障男子組 S5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 004 肢障男子組 S6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5 005 肢障男子組 S7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6 006 肢障男子組 S8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7 007 肢障男子組 S9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9人分 2組取 4名 

8 008 肢障男子組 S10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9 009 肢障女子組 S6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0 010 肢障女子組 S7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1 011 肢障女子組 S8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2 012 肢障女子組 S9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13 013 肢障女子組 S10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4 014 視障男子組 S11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5 015 視障男子組 S12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5、16場次併組比賽) 

16 016 視障男子組 S13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15、16場次併組比賽) 

17 017 視障女子組 S11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18 018 智障男子組 S14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10人分 2組取 5名 

19 019 智障女子組 S14 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8人取 4名 

20 020 聽障男子組 5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21 021 聽障女子組 5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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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 

下     午 

13:40 檢錄   14:0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22 022 聽障男子組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23 023 聽障女子組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24 024 肢障男子組 S9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25 025 肢障男子組 S10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26 026 肢障女子組 S8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27 027 肢障女子組 S9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27、28場次併組比賽) 

28 028 肢障女子組 S10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27、28場次併組比賽) 

29 029 視障男子組 S11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30 030 視障男子組 S13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31 031 視障女子組 S11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32 032 肢障男子組 S5 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33 033 聽障男子組 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34 034 聽障女子組 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35 035 智障男子組 S14 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10人分 2組取 5名 

36 036 智障女子組 S14 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37 037 肢障男子組 34點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 3隊取 1名 

38 038 肢障女子組 34點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 3隊取 1名 

39 039 視障男子組 49點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 2隊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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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9年 11月 28日(星期六) 

上     午 

09:10 檢錄   09:3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40 040 肢障男子組 S5 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1 041 聽障男子組 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2 042 聽障女子組 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3 043 肢障男子組 S6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4 044 肢障男子組 S7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4、45場次併組比賽) 

45 045 肢障男子組 S8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44、45場次併組比賽) 

46 046 肢障男子組 S9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47 047 肢障男子組 S10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48 048 肢障女子組 S6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49 049 肢障女子組 S7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50 050 肢障女子組 S8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51 051 肢障女子組 S9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52 052 肢障女子組 S10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53 053 視障男子組 S11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54 054 視障男子組 S13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55 055 視障女子組 S11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56 056 智障男子組 S14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8人取 4名 

57 057 智障女子組 S14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58 058 聽障男子組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59 059 聽障女子組 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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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9年 11月 28日(星期六) 

下     午 

13:40 檢錄   14:0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60 060 肢障男子組 SB4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60、61場次併組比賽) 

61 061 肢障男子組 SB5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60、61場次併組比賽) 

62 062 肢障男子組 SB6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63 063 肢障男子組 SB7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64 064 肢障男子組 SB8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65 065 肢障男子組 SB9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66 066 肢障女子組 SB5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67 067 肢障女子組 SB6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68 068 肢障女子組 SB7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69 069 肢障女子組 SB8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8人取 4名 

70 070 肢障女子組 SB9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71 071 視障男子組 SB11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72 072 視障男子組 SB12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73 073 視障男子組 SB13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74 074 視障女子組 SB11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75 075 智障男子組 SB14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9人分 2組取 4名 

76 076 智障女子組 SB14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77 077 聽障男子組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78 078 聽障女子組 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79 079 視障男子組 49點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 2隊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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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9年 11月 29日(星期日) 

上     午 

09:10 檢錄   09:3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80 080 肢障男子組 S6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81 081 肢障男子組 S7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81、82場次併組比賽) 

82 082 肢障男子組 S8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81、82場次併組比賽) 

83 083 肢障男子組 S9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84 084 肢障男子組 S10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85 085 肢障女子組 S6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85、86場次併組比賽) 

86 086 肢障女子組 S7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85、86場次併組比賽) 

87 087 肢障女子組 S9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88 088 肢障女子組 S10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89 089 聽障男子組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90 090 聽障女子組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91 091 視障男子組 S11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92 092 視障男子組 S12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92、93場次併組比賽) 

93 093 視障男子組 S13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92、93場次併組比賽) 

94 094 視障女子組 S11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95 095 智障男子組 S14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8人取 4名 

96 096 智障女子組 S14 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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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9年 11月 29日(星期日) 

下     午 

13:40 檢錄   14:0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97 097 肢障男子組 S7 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98 098 肢障女子組 S6 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98、99場次併組比賽) 

99 099 肢障女子組 S7 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98、99場次併組比賽) 

100 100 聽障男子組 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01 101 聽障女子組 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02 102 智障男子組 S14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103 103 智障女子組 S14 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04 104 肢障男子組 S5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05 105 肢障男子組 S6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06 106 肢障男子組 S7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107 107 肢障男子組 S8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08 108 肢障男子組 S9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9人分 2組取 4名 

109 109 肢障男子組 S10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110 110 肢障女子組 S6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11 111 肢障女子組 S7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12 112 肢障女子組 S8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13 113 肢障女子組 S9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8人取 4名 

114 114 肢障女子組 S10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6人取 3名 

115 115 視障男子組 S11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16 116 視障男子組 S12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17 117 視障男子組 S13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18 118 視障女子組 S11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19 119 聽障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120 120 聽障女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21 121 肢障男子組 34點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 2隊取 1名 

122 122 肢障女子組 34點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 3隊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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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109年 11月 30日(星期一) 

上     午 

09:10 檢錄   09:30 比賽  

場次 總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數 

123 123 肢障男子組 SM5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123、124場次併組比賽) 

124 124 肢障男子組 SM6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23、124場次併組比賽) 

125 125 肢障男子組 SM7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26 126 肢障男子組 SM9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27 127 肢障男子組 SM10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28 128 肢障女子組 SM6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128、129場次併組比賽) 

129 129 肢障女子組 SM7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28、129場次併組比賽) 

130 130 肢障女子組 SM8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31 131 肢障女子組 SM9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32 132 肢障女子組 SM10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33 133 視障男子組 SM11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34 134 視障男子組 SM13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135 135 視障女子組 SM11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2人取 1名 

136 136 智障男子組 SM14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7人取 3名 

137 137 智障女子組 SM14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5人取 2名 

138 138 聽障男子組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4人取 2名 

139 139 聽障女子組 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 3人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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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周明宏 教練：鄧朝興 管理：李彥威

1013 李承恩

領隊：陳中岳 教練：陸自利 管理：陳桶生 管理：盧俊凱

1014 謝豊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1020 吳光榮 1021 李憲明

領隊：蔡妙淳
教練兼管理：蔡

瑞男

1039 謝華太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1 蔡宗達 1002 陳森棋

教練：陳政興

1034 張正賢

教練：王冠禹

1038 劉哲誠

教練：劉育麟

1042 林育夙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3 謝政通 1004 林登裕 1010 張維捷

[1] 臺北市 (1001~1002)

[2] 桃園市 (1034)

[1] 新北市 (1013)

[2] 臺中市 (1014)

[3] 臺南市 (1020~1021)

[4] 嘉義縣 (1039)

[3] 雲林縣 (1038)

[4] 澎湖縣 (1042)

[1] 臺北市 (1003~1010)

肢障男子S5組

肢障男子S6組

肢障男子S7組



26

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榮振 教練：張倉田

1015 麥文傑 1016 伍銀昭

領隊：翁碧娥 教練：梁豐君 教練：鄭賢全 教練：許民明 管理：梁玉慈

管理：林倪好

1025 陳亮達 1028 柯人華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5 楊佑誠

領隊：陳中岳 教練：廖烱安

1017 陳光宏

教練：李清順

1029 陳詩明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6 莊裕斌 1009 王勝雄 1011 張有志

教練：鄧朝興

1012 林維德

領隊：陳中岳 教練：張倉田 教練：王坤寶

1018 陳永勝 1019 黃興義

領隊：翁碧娥 教練：李清順 管理：梁玉慈

1026 李文瑞

教練：陳政興

1032 陳朝興 1035 范姜欽松

[3] 臺中市 (1018~1019)

[2] 臺中市 (1015~1016)

[3] 高雄市 (1025~1028)

[1] 臺北市 (1005)

[2] 臺中市 (1017)

[3] 高雄市 (1029)

[1] 臺北市 (1006~1011)

[2] 新北市 (1012)

[4] 高雄市 (1026)

[5] 桃園市 (1032~1035)

肢障男子S8組

肢障男子S9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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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兼管理：高榮慶

1036 徐玉盛

教練：邱麗安

1040 陳元皓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7 黃榮財 1008 陳皇申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1022 朱廷杰

教練：李福祥

1027 張凱傑 1030 王俊富 1031 張天枝

教練：杜翎甄

1033 黃冠華

教練：邱麗安 管理：郭萬賢

1041 廖進中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1 蔡宗達

教練：鄧朝興

1013 李承恩

[2] 臺南市 (1022)

[3] 高雄市 (1027~1031)

[2] 新北市 (1013)

[6] 苗栗縣 (1036)

[7] 宜蘭縣 (1040)

[1] 臺北市 (1007~1008)

[5] 宜蘭縣 (1041)

[4] 桃園市 (1033)

[1] 臺北市 (1001)

肢障男子S10組

肢障男子SB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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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2 陳森棋

領隊：陳中岳 教練：陸自利

1014 謝豊明

教練：王冠禹

1038 劉哲誠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4 林登裕 1010 張維捷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榮振

1016 伍銀昭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1023 蔡震東

領隊：翁碧娥 教練：梁豐君

1025 陳亮達 1028 柯人華

領隊：陳中岳 教練：廖烱安

1017 陳光宏

教練：李清順

1029 陳詩明

[1] 臺北市 (1002)

[2] 臺中市 (1014)

[3] 臺南市 (1023)

[4] 高雄市 (1025~1028)

[1] 臺北市 (1004~1010)

[2] 臺中市 (1016)

[3] 雲林縣 (1038)

[2] 高雄市 (1029)

[1] 臺中市 (1017)

肢障男子SB5組

肢障男子SB6組

肢障男子SB7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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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王冠禹

1037 朱雄聖

教練：劉育麟

1042 林育夙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5 楊佑誠 1009 王勝雄

教練：鄧朝興

1012 林維德

領隊：陳中岳 教練：張倉田

1018 陳永勝

教練：陳政興

1035 范姜欽松

教練兼管理：高

榮慶

1036 徐玉盛

教練：邱麗安

1040 陳元皓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7 黃榮財 1008 陳皇申

領隊：陳中岳 教練：王坤寶

1019 黃興義

[2] 臺中市 (1019)

[3] 雲林縣 (1037)

[4] 澎湖縣 (1042)

[1] 臺北市 (1005~1009)

[2] 新北市 (1012)

[3] 臺中市 (1018)

[4] 桃園市 (1035)

[5] 苗栗縣 (1036)

[6] 宜蘭縣 (1040)

[1] 臺北市 (1007~1008)

肢障男子SB8組

肢障男子SB9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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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李福祥

1030 王俊富 1031 張天枝

教練：杜翎甄

1033 黃冠華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1 蔡宗達

教練：鄧朝興

1013 李承恩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教練：馮士原 管理：張世忠

1002 陳森棋 1004 林登裕

教練：王冠禹

1038 劉哲誠

教練：劉育麟

1042 林育夙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10 張維捷

領隊：翁碧娥 教練：梁豐君

1025 陳亮達 1028 柯人華

[1] 臺北市 (1002~1004)

[1] 臺北市 (1001)

[2] 新北市 (1013)

[2] 雲林縣 (1038)

[3] 澎湖縣 (1042)

[3] 高雄市 (1030~1031)

[4] 桃園市 (1033)

[2] 高雄市 (1025~1028)

[1] 臺北市 (1010)

肢障男子SM5組

肢障男子SM6組

肢障男子SM7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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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6 莊裕斌 1009 王勝雄

領隊：陳中岳 教練：張倉田

1018 陳永勝

管理：陳政興

1035 范姜欽松

教練：邱麗安

1040 陳元皓

領隊：黃桐良 教練：陳倫中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管理：張世忠

1007 黃榮財 1008 陳皇申

教練：梁豐君

1030 王俊富 1031 張天枝

教練：杜翎甄

1033 黃冠華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1 游淑妃

領隊：周明宏 教練：黃美惠 管理：黃武傑

2009 黃薇蓁

[1] 臺北市 (2001)

[2] 臺中市 (1018)

[1] 臺北市 (1006~1009)

[3] 桃園市 (1035)

[4] 宜蘭縣 (1040)

[2] 高雄市 (1030~1031)

[1] 臺北市 (1007~1008)

[3] 桃園市 (1033)

[2] 新北市 (2009)

肢障男子SM9組

肢障男子SM10組

肢障女子S6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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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陳中岳 教練：王惠珠

2012 唐玉華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3 邵柏茵 2024 林慧貞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2 黃淑梅

領隊：陳中岳 教練：劉志誠

2013 白亞倫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5 張　晴

教練：王坤寶 領隊兼教練：陳

2014 陳郁琪 2015 張貴足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6 羅麗蘭

教練：梁豐君

2028 蔡善竹

教練：邱麗安 管理：張進忠

2033 高許美玉

[3] 臺中市 (2012)

[4] 臺南市 (2023~2024)

[1] 臺北市 (2002)

[2] 臺中市 (2013)

[3] 臺南市 (2025)

[4] 宜蘭縣 (2033)

[1] 臺中市 (2014~2015)

[2] 臺南市 (2026)

[3] 高雄市 (2028)

肢障女子S7組

肢障女子S8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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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3 莊惠菊 2004 潘佳麗 2007 黃正宜

教練：黃美惠

2010 洪曉君

領隊：陳中岳 教練：林松地 教練：羅貴葉 教練：劉志誠

2016 賴榮子 2017 張以均 2018 伍育慈 2019 莊美娟

領隊：蔡懷玉 教練：李福祥 教練：蔡榮朝 教練：呂相霆 教練：梁豐君

管理：陳詩勤 管理：洪吳美娥

2027 姜曼羚 2029 王玉紋 2030 黃素鈴

教練兼管理：高

2032 倪秀惠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5 謝宛蓁 2006 葉麗琴

教練：黃美惠

2011 臧麗芬

教練：林松地 教練：劉志誠
領隊兼教練：陳

中岳

2020 黃淑芳 2021 洪惠雪 2022 陳阿時

教練：李福祥

2031 王愛顧

[3] 臺中市 (2016~2019)

[2] 新北市 (2010)

[1] 臺北市 (2003~2007)

[3] 臺中市 (2020~2022)

[4] 高雄市 (2031)

[4] 高雄市 (2027~2030)

[5] 苗栗縣 (2032)

[1] 臺北市 (2005~2006)

[2] 新北市 (2011)

肢障女子S9組

肢障女子S10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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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教練：陳倫中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1 游淑妃

領隊：陳中岳 教練：王惠珠

2012 唐玉華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4 林慧貞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2 黃淑梅

教練：黃美惠

2009 黃薇蓁

領隊：陳中岳 教練：劉志誠 教練：廖烱安 管理：林秀貞 管理：董淑珍

管理：陳玉鶴 管理：鍾玲玉 管理：童承福

2013 白亞倫

教練：王坤寶 領隊兼教練：陳

2014 陳郁琪 2015 張貴足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3 邵柏茵 2025 張　晴

[3] 臺中市 (2013)

[1] 臺北市 (2001)

[2] 臺中市 (2012)

[3] 臺南市 (2024)

[1] 臺北市 (2002)

[2] 新北市 (2009)

[1] 臺中市 (2014~2015)

[2] 臺南市 (2023~2025)

肢障女子SB5組

肢障女子SB6組

肢障女子SB7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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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7 黃正宜 2008 黃淑華

領隊：陳中岳 教練：劉志誠 教練：羅貴葉

2016 賴榮子 2018 伍育慈

教練：梁豐君

2028 蔡善竹 2030 黃素鈴

教練兼管理：高

2032 倪秀惠

教練：邱麗安

2033 高許美玉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教練：陳倫中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4 潘佳麗 2005 謝宛蓁

教練：劉志誠 領隊兼教練：陳

2021 洪惠雪 2022 陳阿時

教練：梁豐君

2027 姜曼羚 2031 王愛顧

教練：黃美惠

2009 黃薇蓁

[4] 苗栗縣 (2032)

[5] 宜蘭縣 (2033)

[1] 臺北市 (2007~2008)

[2] 臺中市 (2016~2018)

[3] 高雄市 (2028~2030)

[1] 臺北市 (2004~2005)

[2] 臺中市 (2021~2022)

[3] 高雄市 (2027~2031)

[1] 新北市 (2009)

肢障女子SB8組

肢障女子SB9組

肢障女子SM6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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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3 邵柏茵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2 黃淑梅

領隊：陳中岳 教練：劉志誠

2013 白亞倫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2025 張　晴

教練：王坤寶 領隊兼教練：陳

2014 陳郁琪 2015 張貴足

教練：邱麗安

2033 高許美玉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倫中 教練：陳懿卿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4 潘佳麗

領隊：陳中岳 教練：劉志誠 教練：羅貴葉

2016 賴榮子 2018 伍育慈

教練：梁豐君

2027 姜曼羚

[2] 臺南市 (2023)

[1] 臺北市 (2002)

[2] 宜蘭縣 (2033)

[2] 臺中市 (2013)

[3] 臺南市 (2025)

[1] 臺中市 (2014~2015)

[1] 臺北市 (2004)

[3] 高雄市 (2027)

肢障女子SM7組

肢障女子SM8組

肢障女子SM9組

[2] 臺中市 (2016~2018)



37

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桐良 教練：馮士原 教練：陳懿卿 教練：陳倫中 管理：邱素珠

管理：梅巧凡

2005 謝宛蓁 2006 葉麗琴

教練：劉志誠 領隊兼教練：陳

2021 洪惠雪 2022 陳阿時

教練：呂相霆

2031 王愛顧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1 林立翔 3002 朱明中 3003 賴智傑 3004 許宗榮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09 王詠亮 3010 顏士翔

教練：李清順

3013 李 堯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5 林昕緯 3007 孫勤凱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11 楊修銘

[1] 臺北市 (2005~2006)

[2] 臺中市 (2021~2022)

[3] 高雄市 (2031)

[1] 臺北市 (3001~3004)

[2] 臺南市 (3009~3010)

[3] 高雄市 (3013)

[1] 臺北市 (3005~3007)

[2] 臺南市 (3011)

肢障女子SM10組

視障男子S11組

視障男子S1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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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鄭賢全

3014 廖紘緯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6 劉偉成

領隊：陳中岳 教練：吳彥慶

3008 陳世約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12 許呈祿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2 朱明中 3003 賴智傑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09 王詠亮 3010 顏士翔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6 劉偉成

領隊：陳中岳 教練：吳彥慶

3008 陳世約

視障男子SM11組

視障男子SM13組

[2] 臺南市 (3009~3010)

[3] 高雄市 (3014)

[2] 臺中市 (3008)

[3] 臺南市 (3012)

[1] 臺北市 (3002~3003)

[1] 臺北市 (3006)

[2] 臺中市 (3008)

[1] 臺北市 (3006)

視障男子S1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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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12 許呈祿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2 朱明中 3003 賴智傑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09 王詠亮 3010 顏士翔

教練：李清順

3013 李 堯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5 林昕緯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11 楊修銘

教練：鄭賢全

3014 廖紘緯

領隊：楊海寶 教練：陳聰鑒 教練：甘羽彤 管理：鄭郁靜 管理：陳韻鴻

3006 劉偉成

[1] 臺北市 (3006)

[1] 臺北市 (3002~3003)

[2] 臺南市 (3009~3010)

[3] 高雄市 (3013)

[3] 高雄市 (3014)

[1] 臺北市 (3005)

[2] 臺南市 (3011)

視障男子SB11組

視障男子SB12組

視障男子SB13組

[3] 臺南市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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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陳中岳 教練：吳彥慶

3008 陳世約

領隊：黃世禎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3012 許呈祿

領隊：楊海寶 教練：甘羽彤 教練：陳聰鑒 管理：翁美紅

4001 鄭竹君 4002 林立翧

教練：李林祝君 管理：石益山

4003 洪媛玲 4004 曾靖雅

領隊：楊海寶 教練：甘羽彤 教練：陳聰鑒 管理：翁美紅

4001 鄭竹君

教練：李林祝君

4004 曾靖雅

領隊：楊海寶 教練：甘羽彤 教練：陳聰鑒 管理：翁美紅

4001 鄭竹君

教練：李林祝君 管理：石益山

4003 洪媛玲 4004 曾靖雅

領隊：武文斌 教練：周校永 教練：詹聖偉 管理：陸　瑋

5001 林憲駿 5002 陳旻享 5003 陳裕嘉 5004 黃淯聖

[2] 臺中市 (3008)

[2] 高雄市 (4004)

[1] 臺北市 (4001)

[3] 臺南市 (3012)

[1] 臺北市 (4001~4002)

[2] 高雄市 (4003~4004)

[1] 臺北市 (4001)

[2] 高雄市 (4003~4004)

[1] 臺北市 (5001~5004)

視障女子S11組

視障女子SM11組

視障女子SB11組

智障男子S1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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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莊家豪 管理：陳穎銘

5005 陳玠丞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貴生 教練：張鈞明 管理：楊宛霖

5006 陳宥維 5007 蔡秉圻

5008 謝博丞 5009 陳宇宸 5010 施閔軒 5011 陳重佑

教練：范揚源 教練：吳宗星

5013 余　航 5014 黃麒瑋

教練：劉大維

5015 劉毅景

領隊：許碧雲 教練：李岳鴻

5016 李鼎濂

領隊：武文斌 教練：周校永 教練：詹聖偉 管理：陸　瑋

5003 陳裕嘉 5004 黃淯聖

領隊：周明宏 教練：莊家豪

5005 陳玠丞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貴生 教練：張鈞明 管理：楊宛霖

5006 陳宥維 5007 蔡秉圻

5010 施閔軒 5011 陳重佑

領隊：武文斌 教練：周校永 教練：詹聖偉 管理：陸　瑋

5003 陳裕嘉 5004 黃淯聖

[7] 嘉義市 (5016)

[5] 桃園市 (5013~5014)

[3] 臺中市 (5006~5007)

[4] 高雄市 (5008~5011)

[6] 苗栗縣 (5015)

[2] 新北市 (5005)

[1] 臺北市 (5003~5004)

[2] 新北市 (5005)

[3] 臺中市 (5006~5007)

[4] 高雄市 (5010~5011)

[1] 臺北市 (5003~5004)

智障男子SM14組

智障男子SB1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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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教練：莊家豪

5005 陳玠丞

領隊：陳中岳 教練：張鈞明 管理：楊宛霖

5007 蔡秉圻

5008 謝博丞 5011 陳重佑

教練：許明賢

5012 許漢威

教練：吳宗星

5014 黃麒瑋

教練：劉大維

5015 劉毅景

領隊：武文斌 教練：詹聖偉 教練：周校永 管理：沈平芳 管理：方　芳

6001 屠若琳 6002 董宜安

領隊：周明宏 教練：莊家豪 管理：劉佳榮

6003 駱怡初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貴生

6004 蘇安妍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6005 曾怡瑄

教練：李淑蓮

6006 黃智雅

[3] 臺中市 (5007)

[4] 高雄市 (5008~5011)

[5] 基隆市 (5012)

[6] 桃園市 (5014)

[5] 基隆市 (6006)

智障女子S14組

[7] 苗栗縣 (5015)

[1] 臺北市 (6001~6002)

[2] 新北市 (6003)

[3] 臺中市 (6004)

[4] 臺南市 (6005)

[2] 新北市 (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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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王冠禹

6007 李宛蓁

領隊：潘慧珠 教練：吳彥奇

6008 紀妤歆

領隊：武文斌 教練：詹聖偉 教練：周校永 管理：方　芳 管理：沈平芳

6001 屠若琳 6002 董宜安

領隊：陳中岳 教練：蔡貴生

6004 蘇安妍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6005 曾怡瑄

教練：王冠禹

6007 李宛蓁

領隊：武文斌 教練：詹聖偉 教練：周校永 管理：沈平芳 管理：方　芳

6001 屠若琳 6002 董宜安

教練：莊家豪 管理：劉佳榮

6003 駱怡初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6005 曾怡瑄

[1] 臺北市 (6001~6002)

[2] 新北市 (6003)

[3] 臺南市 (6005)

[6] 雲林縣 (6007)

[7] 花蓮縣 (6008)

[1] 臺北市 (6001~6002)

[2] 臺中市 (6004)

智障女子SM14組

智障女子SB14組

[3] 臺南市 (6005)

[4] 雲林縣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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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游泳

隊職員名冊及選手號碼對照表

領隊：李育慧 教練：傅俊騰 教練：林秀端 管理：張雅芸

7001 黃清璿

領隊：陳中岳 教練：張廖純懿

7002 廖政豪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7003 莊哲凱 7004 郭庭佑

教練：林惠美

7005 蔡傑丞 7006 周棠桀

管理：劉嘉雄 管理：鄧靜枝 領隊兼管理：吳

7007 劉宗翰 7008 高文富

教練：王敬欽

7009 張耀明

領隊：李育慧 教練：林秀端 教練：傅俊騰 管理：謝欣芳

8001 謝宛錚 8002 陳芊儒

教練：鄭博源 教練：洪義雄 教練：楊欣諭 管理：田育慈 管理：董櫻戀

管理：江茂坤 管理：陳一玲 管理：陳紅柑 管理：謝周梅蘭 管理：辛靜儀

8003 陳涓妮 8004 陳梓盈

教練：林惠美

8005 王姿喻

[6] 屏東縣 (7009)

[1] 臺北市 (8001~8002)

[2] 臺南市 (8003~8004)

[3] 高雄市 (8005)

[1] 臺北市 (7001)

[2] 臺中市 (7002)

[3] 臺南市 (7003~7004)

[4] 高雄市 (7005~7006)

[5] 桃園市 (7007~7008)

聽障男子組

聽障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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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

分項分組編配表

(1)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2)7008 高文富(桃園市)(01:59.68)

(3)7001 黃清璿(臺北市)(01:11.64) (4)7004 郭庭佑(臺南市)(01:01.09)

(5)7002 廖政豪(臺中市)(01:07.76) (6)7007 劉宗翰(桃園市)(01:23.56)

(7)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3)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1:07.60)

(5)8001 謝宛錚(臺北市)(01:12.73) (6)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1020 吳光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1021 李憲明(臺南市)(02:19.34)

(4)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5)1039 謝華太(嘉義縣)(02:07.60)

(6)1014 謝豊明(臺中市)(02:20.80)

(3)1042 林育夙(澎湖縣)(02:30.00) (4)1001 蔡宗達(臺北市)(01:36.15)

(5)1002 陳森棋(臺北市)(01:43.08) (6)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2)1016 伍銀昭(臺中市)(01:59.80) (3)1003 謝政通(臺北市)(01:33.54)

(4)1025 陳亮達(高雄市)(01:15.00) (5)1004 林登裕(臺北市)(01:28.99)

(6)1015 麥文傑(臺中市)(01:43.13) (7)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3)1029 陳詩明(高雄市)(40:39.99) (4)1005 楊佑誠(臺北市)(01:26.42)

(5)1017 陳光宏(臺中市)(01:42.82)

第一組

(3)1036 徐玉盛(苗栗縣)(10:10.28) (4)1026 李文瑞(高雄市)(01:46.00)

(5)1032 陳朝興(桃園市)(02:00.66)

第二組

(2)1009 王勝雄(臺北市)(01:28.50) (3)1040 陳元皓(宜蘭縣)(01:18.94)

(4)1012 林維德(新北市)(01:10.28) (5)1006 莊裕斌(臺北市)(01:18.19)

(6)1018 陳永勝(臺中市)(01:24.32) (7)1035 范姜欽松(桃園市)(01:43.44)

(2)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1008 陳皇申(臺北市)(01:18.19)

(4)1041 廖進中(宜蘭縣)(01:17.05) (5)1007 黃榮財(臺北市)(01:17.84)

(6)1033 黃冠華(桃園市)(01:18.86) (7)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1.聽障男子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第一天(109/11/27)

2.聽障女子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4.肢障男子S6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6.肢障男子S8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7.肢障男子S9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9人取4名

8.肢障男子S10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3.肢障男子S5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5.肢障男子S7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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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

分項分組編配表

(3)2001 游淑妃(臺北市)(02:16.05) (4)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5)2023 邵柏茵(臺南市)(01:58.04)

(3)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2013 白亞倫(臺中市)(01:48.45)

(5)2002 黃淑梅(臺北市)(02:00.38)

(3)2015 張貴足(臺中市)(01:54.32) (4)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1:50.00)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1:52.03) (6)2028 蔡善竹(高雄市)(02:53.00)

(1)2029 王玉紋(高雄市)(40:39.99) (2)2018 伍育慈(臺中市)(01:46.86)

(3)2003 莊惠菊(臺北市)(01:40.05) (4)2010 洪曉君(新北市)(01:10.28)

(5)2027 姜曼羚(高雄市)(01:40.00) (6)2019 莊美娟(臺中市)(01:45.25)

(7)2004 潘佳麗(臺北市)(02:02.41)

(2)2031 王愛顧(高雄市)(40:39.99) (3)2006 葉麗琴(臺北市)(02:01.92)

(4)2005 謝宛蓁(臺北市)(01:23.77) (5)2021 洪惠雪(臺中市)(02:01.33)

(6)2020 黃淑芳(臺中市)(02:08.38)

(3)3001 林立翔(臺北市)(01:30.55) (4)3010 顏士翔(臺南市)(01:16.41)

(5)3009 王詠亮(臺南市)(01:24.57) (6)3003 賴智傑(臺北市)(01:35.21)

(1)3014 廖紘緯(高雄市)(40:39.99) (2)3005 林昕緯(臺北市)(01:08.47)

(3)3007 孫勤凱(臺北市)(01:11.48) (4)3011 楊修銘(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6)3012 許呈祿(臺南市)(01:19.83) (7)3008 陳世約(臺中市)(01:06.04)

(3)4001 鄭竹君(臺北市)(02:12.74) (5)4004 曾靖雅(高雄市)(01:46.84)

第一組

(2)5016 李鼎濂(嘉義市)(03:26.00) (3)5014 黃麒瑋(桃園市)(01:25.53)

(4)5009 陳宇宸(高雄市)(01:16.00) (5)5006 陳宥維(臺中市)(01:18.20)

(6)5013 余　航(桃園市)(01:35.80)

12.肢障女子S9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13.肢障女子S10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7.視障女子S11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

9.肢障女子S6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0.肢障女子S7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1.肢障女子S8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4.視障男子S11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5.視障男子S12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15、16場次併組比賽)

16.視障男子S13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15、16場次併組比賽)

18.智障男子S14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10人取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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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第二組

(2)5007 蔡秉圻(臺中市)(01:10.87) (3)5003 陳裕嘉(臺北市)(01:00.95)

(4)5005 陳玠丞(新北市)(00:50.00) (5)5010 施閔軒(高雄市)(00:57.00)

(6)5004 黃淯聖(臺北市)(01:05.74)

(1)6007 李宛蓁(雲林縣)(01:50.00) (2)6005 曾怡瑄(臺南市)(01:21.27)

(3)6004 蘇安妍(臺中市)(01:17.74) (4)6002 董宜安(臺北市)(01:08.89)

(5)6001 屠若琳(臺北市)(01:13.40) (6)6008 紀妤歆(花蓮縣)(01:20.00)

(7)6003 駱怡初(新北市)(01:26.28) (8)6006 黃智雅(基隆市)(02:18.00)

(1)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2)7008 高文富(桃園市)(01:28.10)

(3)7001 黃清璿(臺北市)(00:42.07) (4)7003 莊哲凱(臺南市)(00:33.49)

(5)7004 郭庭佑(臺南市)(00:34.41) (6)7009 張耀明(屏東縣)(01:15.41)

(7)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2)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8001 謝宛錚(臺北市)(00:43.19)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0:38.06) (5)8002 陳芊儒(臺北市)(00:39.81)

(6)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3)7004 郭庭佑(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7002 廖政豪(臺中市)(01:13.71)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1:14.28)

(3)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1:13.10)

(5)8001 謝宛錚(臺北市)(01:22.13) (6)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1009 王勝雄(臺北市)(01:56.96) (4)1040 陳元皓(宜蘭縣)(00:44.99)

(5)1006 莊裕斌(臺北市)(01:42.76) (6)1018 陳永勝(臺中市)(04:11.24)

(2)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3)1008 陳皇申(臺北市)(01:56.41)

(4)1007 黃榮財(臺北市)(01:36.57) (5)1033 黃冠華(桃園市)(01:45.44)

(6)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2:44.00) (4)2015 張貴足(臺中市)(02:30.71)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2:37.69)

19.智障女子S14組1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8人取4名

20.聽障男子組5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21.聽障女子組5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22.聽障男子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23.聽障女子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24.肢障男子S9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25.肢障男子S10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26.肢障女子S8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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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1)2016 賴榮子(臺中市)(02:48.69) (2)2027 姜曼羚(高雄市)(01:52.00)

(3)2018 伍育慈(臺中市)(02:35.78) (4)2004 潘佳麗(臺北市)(02:50.55)

(6)2022 陳阿時(臺中市)(03:02.00) (7)2005 謝宛蓁(臺北市)(01:27.70)

(3)3009 王詠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3003 賴智傑(臺北市)(02:19.61)

(5)3002 朱明中(臺北市)(02:45.20) (6)3010 顏士翔(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3006 劉偉成(臺北市)(01:29.13) (4)3008 陳世約(臺中市)(01:27.79)

(5)3012 許呈祿(臺南市)(01:28.81)

(3)4004 曾靖雅(高雄市)(02:40.54) (5)4001 鄭竹君(臺北市)(02:26.28)

(3)1020 吳光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5)1021 李憲明(臺南市)(01:16.13)

(2)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3)7002 廖政豪(臺中市)(00:35.90)

(4)7004 郭庭佑(臺南市)(00:31.57)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0:34.33)

(6)7007 劉宗翰(桃園市)(00:43.56) (7)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0:35.20)

(5)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第一組

(2)5013 余　航(桃園市)(03:20.40) (3)5007 蔡秉圻(臺中市)(03:07.76)

(4)5009 陳宇宸(高雄市)(02:42.00) (5)5006 陳宥維(臺中市)(02:51.39)

(6)5014 黃麒瑋(桃園市)(03:14.83)

第二組

(2)5004 黃淯聖(臺北市)(02:27.83) (3)5010 施閔軒(高雄市)(02:09.00)

(4)5015 劉毅景(苗栗縣)(00:06.00) (5)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6)5003 陳裕嘉(臺北市)(02:09.42)

27.肢障女子S9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27、28場次併組比賽)

29.視障男子S11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28.肢障女子S10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27、28場次併組比賽)

30.視障男子S13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32.肢障男子S5組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31.視障女子S11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

33.聽障男子組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34.聽障女子組5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35.智障男子S14組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10人取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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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2)6003 駱怡初(新北市)(03:34.28) (3)6005 曾怡瑄(臺南市)(02:56.15)

(4)6002 董宜安(臺北市)(02:35.69) (5)6001 屠若琳(臺北市)(02:46.31)

(6)6008 紀妤歆(花蓮縣)(03:00.00)

第一組

(3)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臺北市(05:45.00)

(5)臺中市(05:55.00)

第一組

(3)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臺北市(06:58.38)

(5)臺中市(06:58.38)

第一組

(4)臺北市(05:30.00) (5)臺南市(07:08.02)

36.智障女子S14組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37.肢障男子34點組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3隊取1名

38.肢障女子34點組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3隊取1名

39.視障男子49點組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計時決賽：2隊取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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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2)1020 吳光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1039 謝華太(嘉義縣)(04:38.33)

(4)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5)1014 謝豊明(臺中市)(03:54.60)

(6)1021 李憲明(臺南市)(05:04.35)

(2)7004 郭庭佑(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4)7002 廖政豪(臺中市)(02:30.73)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2:32.50)

(6)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2)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02:44.81)

(4)8001 謝宛錚(臺北市)(02:35.13) (5)8003 陳涓妮(臺南市)(02:41.54)

(6)8002 陳芊儒(臺北市)(03:01.82)

(2)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3)1034 張正賢(桃園市)(02:17.12)

(4)1002 陳森棋(臺北市)(01:58.60) (5)1001 蔡宗達(臺北市)(02:00.97)

(6)1042 林育夙(澎湖縣)(02:30.00)

(1)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2)1016 伍銀昭(臺中市)(02:06.05)

(3)1025 陳亮達(高雄市)(01:20.00) (4)1003 謝政通(臺北市)(01:46.93)

(5)1004 林登裕(臺北市)(02:10.88)

(7)1005 楊佑誠(臺北市)(01:41.92) (8)1017 陳光宏(臺中市)(02:18.07)

(2)1035 范姜欽松(桃園市)(02:05.01) (3)1009 王勝雄(臺北市)(01:49.71)

(4)1040 陳元皓(宜蘭縣)(00:26.29) (5)1006 莊裕斌(臺北市)(01:40.85)

(6)1018 陳永勝(臺中市)(01:50.50) (7)1026 李文瑞(高雄市)(02:21.00)

(2)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3)1033 黃冠華(桃園市)(01:44.04)

(4)1008 陳皇申(臺北市)(01:31.92) (5)1007 黃榮財(臺北市)(01:33.54)

(6)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2001 游淑妃(臺北市)(02:55.07) (4)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5)2023 邵柏茵(臺南市)(02:01.64)

45.肢障男子S8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44、45場次併組比賽)

46.肢障男子S9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47.肢障男子S10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48.肢障女子S6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41.聽障男子組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42.聽障女子組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43.肢障男子S6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44.肢障男子S7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44、45場次併組比賽)

40.肢障男子S5組2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第二天(109/11/28)



51

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

分項分組編配表

(3)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2013 白亞倫(臺中市)(02:05.94)

(5)2002 黃淑梅(臺北市)(02:23.62)

(3)2015 張貴足(臺中市)(02:44.78) (4)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1:50.00)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2:10.16) (6)2028 蔡善竹(高雄市)(03:20.65)

(2)2004 潘佳麗(臺北市)(02:32.15) (3)2019 莊美娟(臺中市)(02:12.97)

(4)2027 姜曼羚(高雄市)(02:00.00) (5)2003 莊惠菊(臺北市)(02:07.75)

(6)2018 伍育慈(臺中市)(02:17.59)

(2)2006 葉麗琴(臺北市)(02:43.91) (3)2031 王愛顧(高雄市)(02:21.22)

(4)2011 臧麗芬(新北市)(01:10.28) (5)2005 謝宛蓁(臺北市)(01:34.06)

(6)2021 洪惠雪(臺中市)(02:27.72) (7)2022 陳阿時(臺中市)(02:48.44)

(3)3009 王詠亮(臺南市)(01:49.41) (4)3010 顏士翔(臺南市)(01:32.29)

(5)3001 林立翔(臺北市)(01:40.57) (6)3002 朱明中(臺北市)(01:53.25)

(3)3006 劉偉成(臺北市)(01:37.14) (4)3008 陳世約(臺中市)(01:20.65)

(5)3012 許呈祿(臺南市)(01:35.49)

(3)4002 林立翧(臺北市)(02:27.88) (4)4001 鄭竹君(臺北市)(02:06.63)

(5)4004 曾靖雅(高雄市)(02:06.66)

(1)5014 黃麒瑋(桃園市)(01:45.30) (2)5007 蔡秉圻(臺中市)(01:24.88)

(3)5003 陳裕嘉(臺北市)(01:18.12) (4)5010 施閔軒(高雄市)(01:07.50)

(5)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6)5004 黃淯聖(臺北市)(01:23.43)

(7)5006 陳宥維(臺中市)(01:28.71) (8)5011 陳重佑(高雄市)(40:39.99)

(1)6007 李宛蓁(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2)6003 駱怡初(新北市)(01:56.28)

(3)6008 紀妤歆(花蓮縣)(01:43.00) (4)6002 董宜安(臺北市)(01:27.12)

(5)6001 屠若琳(臺北市)(01:31.20) (6)6005 曾怡瑄(臺南市)(01:43.71)

(7)6006 黃智雅(基隆市)(02:14.00)

49.肢障女子S7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51.肢障女子S9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52.肢障女子S10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55.視障女子S11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56.智障男子S14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8人取4名

50.肢障女子S8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54.視障男子S13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57.智障女子S14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53.視障男子S11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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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

分項分組編配表

(2)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3)7001 黃清璿(臺北市)(01:19.99)

(4)7004 郭庭佑(臺南市)(01:06.05) (5)7002 廖政豪(臺中市)(01:18.34)

(6)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5)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2)1001 蔡宗達(臺北市)(02:21.67) (3)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5)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6)1002 陳森棋(臺北市)(02:11.32)

(7)1014 謝豊明(臺中市)(03:24.90)

(2)1023 蔡震東(臺南市)(02:42.01) (3)1004 林登裕(臺北市)(02:10.56)

(4)1025 陳亮達(高雄市)(01:45.80) (5)1010 張維捷(臺北市)(01:56.97)

(6)1016 伍銀昭(臺中市)(02:41.37) (7)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3)1029 陳詩明(高雄市)(02:39.86) (4)1042 林育夙(澎湖縣)(02:30.00)

(5)1017 陳光宏(臺中市)(02:37.76) (6)1037 朱雄聖(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1)1036 徐玉盛(苗栗縣)(10:10.28) (2)1018 陳永勝(臺中市)(02:14.28)

(3)1009 王勝雄(臺北市)(01:48.99) (4)1012 林維德(新北市)(01:10.28)

(5)1005 楊佑誠(臺北市)(01:43.84) (6)1040 陳元皓(宜蘭縣)(01:56.68)

(7)1035 范姜欽松(桃園市)(02:20.48)

(2)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3)1019 黃興義(臺中市)(01:59.19)

(4)1007 黃榮財(臺北市)(01:36.15) (5)1033 黃冠華(桃園市)(01:54.06)

(6)1008 陳皇申(臺北市)(06:33.02) (7)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2012 唐玉華(臺中市)(03:27.57) (4)2001 游淑妃(臺北市)(02:45.14)

(5)2024 林慧貞(臺南市)(02:49.51)

(3)2002 黃淑梅(臺北市)(02:35.47) (4)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5)2013 白亞倫(臺中市)(02:18.25)

66.肢障女子SB5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67.肢障女子SB6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58.聽障男子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59.聽障女子組100公尺仰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

60.肢障男子SB4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60、61場次併組比賽)

61.肢障男子SB5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60、61場次併組比賽)

63.肢障男子SB7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62.肢障男子SB6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64.肢障男子SB8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65.肢障男子SB9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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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3)2015 張貴足(臺中市)(02:55.03) (4)2023 邵柏茵(臺南市)(02:09.03)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2:22.09) (6)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1)2032 倪秀惠(苗栗縣)(10:10.28) (2)2028 蔡善竹(高雄市)(03:06.03)

(3)2018 伍育慈(臺中市)(02:46.15) (4)2016 賴榮子(臺中市)(02:18.15)

(5)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2:20.00) (6)2007 黃正宜(臺北市)(02:50.44)

(7)2008 黃淑華(臺北市)(03:11.32) (8)2030 黃素鈴(高雄市)(40:39.99)

(2)2021 洪惠雪(臺中市)(02:43.97) (3)2027 姜曼羚(高雄市)(02:22.00)

(4)2005 謝宛蓁(臺北市)(01:41.57) (5)2004 潘佳麗(臺北市)(02:07.58)

(6)2022 陳阿時(臺中市)(02:42.96) (7)2031 王愛顧(高雄市)(40:39.99)

(2)3010 顏士翔(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3003 賴智傑(臺北市)(01:56.54)

(4)3009 王詠亮(臺南市)(01:39.33) (5)3002 朱明中(臺北市)(01:52.92)

(6)3013 李 堯(高雄市)(02:42.00)

(3)3014 廖紘緯(高雄市)(40:39.99) (4)3005 林昕緯(臺北市)(01:31.62)

(5)3011 楊修銘(臺南市)(02:49.05)

(3)3012 許呈祿(臺南市)(01:40.95) (4)3008 陳世約(臺中市)(01:28.09)

(5)3006 劉偉成(臺北市)(01:33.50)

(3)4003 洪媛玲(高雄市)(40:39.99) (4)4004 曾靖雅(高雄市)(02:03.60)

(5)4001 鄭竹君(臺北市)(02:36.23)

第一組

(3)5011 陳重佑(高雄市)(40:39.99) (4)5008 謝博丞(高雄市)(02:15.00)

(5)5012 許漢威(基隆市)(02:30.00)

第二組

(2)5007 蔡秉圻(臺中市)(01:44.52) (3)5003 陳裕嘉(臺北市)(01:24.14)

(4)5015 劉毅景(苗栗縣)(00:06.00) (5)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6)5004 黃淯聖(臺北市)(01:26.52) (7)5014 黃麒瑋(桃園市)(01:51.47)

(3)6001 屠若琳(臺北市)(01:38.47) (4)6003 駱怡初(新北市)(00:50.00)

(5)6002 董宜安(臺北市)(01:29.08) (6)6005 曾怡瑄(臺南市)(01:53.74)

71.視障男子SB11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74.視障女子SB11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70.肢障女子SB9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73.視障男子SB13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75.智障男子SB14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9人取4名

72.視障男子SB12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76.智障女子SB14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68.肢障女子SB7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69.肢障女子SB8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8人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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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2)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3)7009 張耀明(屏東縣)(01:34.69)

(4)7003 莊哲凱(臺南市)(01:12.29)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1:24.86)

(6)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7)7004 郭庭佑(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8001 謝宛錚(臺北市)(01:37.02)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1:25.20) (5)8002 陳芊儒(臺北市)(01:29.81)

(6)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第一組

(4)臺北市(06:05.02) (5)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78.聽障女子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79.視障男子49點組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2隊取1名

77.聽障男子組100公尺蛙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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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分組編配表

(3)1042 林育夙(澎湖縣)(10:00.00) (4)1002 陳森棋(臺北市)(08:01.33)

(5)1001 蔡宗達(臺北市)(08:04.21) (6)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1)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2)1010 張維捷(臺北市)(07:05.62)

(3)1025 陳亮達(高雄市)(05:18.00) (4)1004 林登裕(臺北市)(06:50.89)

(5)1015 麥文傑(臺中市)(07:35.83)

(7)1005 楊佑誠(臺北市)(07:01.57) (8)1017 陳光宏(臺中市)(07:58.47)

(2)1019 黃興義(臺中市)(08:41.81) (3)1040 陳元皓(宜蘭縣)(06:36.41)

(4)1006 莊裕斌(臺北市)(06:23.12) (5)1009 王勝雄(臺北市)(06:34.81)

(6)1018 陳永勝(臺中市)(06:53.56) (7)1026 李文瑞(高雄市)(08:42.00)

(2)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1008 陳皇申(臺北市)(06:33.02)

(4)1041 廖進中(宜蘭縣)(06:03.56) (5)1007 黃榮財(臺北市)(06:15.97)

(6)1033 黃冠華(桃園市)(06:57.94) (7)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2)2023 邵柏茵(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4)2001 游淑妃(臺北市)(09:37.26)

(6)2013 白亞倫(臺中市)(07:39.43) (7)2002 黃淑梅(臺北市)(08:55.29)

(2)2007 黃正宜(臺北市)(09:04.21) (3)2019 莊美娟(臺中市)(07:57.44)

(4)2027 姜曼羚(高雄市)(07:32.00) (5)2003 莊惠菊(臺北市)(07:53.45)

(6)2017 張以均(臺中市)(08:37.34) (7)2029 王玉紋(高雄市)(40:39.99)

(3)2022 陳阿時(臺中市)(09:26.01) (4)2005 謝宛蓁(臺北市)(06:34.74)

(5)2021 洪惠雪(臺中市)(08:57.24)

84.肢障男子S10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85.肢障女子S6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85、86場次併組比賽)

86.肢障女子S7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85、86場次併組比賽)

88.肢障女子S10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87.肢障女子S9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第三天(109/11/29)
80.肢障男子S6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81.肢障男子S7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81、82場次併組比賽)

82.肢障男子S8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81、82場次併組比賽)

83.肢障男子S9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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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特奧滾球

分項分組編配表

9004 簡聖峰 9005 鄭俊傑 9006 蕭偉祥 9007 伍信在

9013 林承志 9014 張愷恩 9015 劉子誠 9017 王瑞友 9016 田竣誌

9027 吳奕恒 9028 葉政彣 9029 張家銘 9030 黃家鑫

9031 陳泊文 9032 黃卷寬 9033 許廉宏 9034 陳世昌 9035 黃俊穎

9039 吳鴻哲 9040 沈毓諒 9041 蕭名凱 9042 余心豪 9043 游世宗

9047 姜祐湶 9049 張宇赫 9051 蔡嘉鴻 9050 陳伯融

9055 許峰維 9056 官秉緯 9057 朱宇豪 9058 劉邦有

9063 葉家良 9064 莊凱皓 9065 陳詩喆 9066 林治龍

9069 吳冠義 9070 張致聖 9071 陳文義 9072 莊昱祺 9073 江秉璋

9077 陣于右 9078 林以恩 9079 許哲誌 9080 簡振豐 9081 羅萬和

9082 丁堃茗 9083 丁益璋 9084 吳建凱 9085 許佳憲 9086 林忠勝

9093 蔡智凱 9094 郭文豪 9095 郭佳祐 9096 張建龍

9099 黃韋博 9100 吳洺鋐 9101 詹朝湧 9102 謝柏壹

9106 蔡家容 9107 何忠修 9108 黃友廷 9105 黃建睿 9109 鄭名翔

屏東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特奧滾球男子組

1.四人團體賽 (共 18 隊參賽)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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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4)7004 郭庭佑(臺南市)(04:46.84)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5:32.35) (6)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8001 謝宛錚(臺北市)(05:36.83)

(5)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3)3009 王詠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3003 賴智傑(臺北市)(08:03.55)

(5)3004 許宗榮(臺北市)(08:19.66) (6)3010 顏士翔(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3014 廖紘緯(高雄市)(40:39.99) (3)3007 孫勤凱(臺北市)(05:50.92)

(4)3005 林昕緯(臺北市)(06:08.80)

(6)3006 劉偉成(臺北市)(06:13.97) (7)3012 許呈祿(臺南市)(06:23.42)

(3)4001 鄭竹君(臺北市)(10:37.73) (5)4004 曾靖雅(高雄市)(08:15.80)

(1)5006 陳宥維(臺中市)(05:54.00) (2)5001 林憲駿(臺北市)(05:11.39)

(3)5003 陳裕嘉(臺北市)(04:38.27) (4)5015 劉毅景(苗栗縣)(00:06.00)

(5)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6)5010 施閔軒(高雄市)(04:56.00)

(7)5009 陳宇宸(高雄市)(05:34.00) (8)5014 黃麒瑋(桃園市)(06:33.27)

(2)6003 駱怡初(新北市)(07:27.28) (3)6004 蘇安妍(臺中市)(06:00.62)

(4)6001 屠若琳(臺北市)(05:32.10) (5)6002 董宜安(臺北市)(05:34.17)

(6)6005 曾怡瑄(臺南市)(06:22.78)

(3)1010 張維捷(臺北市)(01:02.49) (4)1025 陳亮達(高雄市)(00:40.00)

(5)1004 林登裕(臺北市)(00:46.97) (6)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2)2023 邵柏茵(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96.智障女子S14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97.肢障男子S7組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98.肢障女子S6組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98、99場次併組比賽)

89.聽障男子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90.聽障女子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91.視障男子S11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92.視障男子S12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92、93場次併組比賽)

93.視障男子S13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92、93場次併組比賽)

94.視障女子S11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

95.智障男子S14組40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8人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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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6)2013 白亞倫(臺中市)(01:06.58)

(7)2002 黃淑梅(臺北市)(01:22.59)

(3)7002 廖政豪(臺中市)(00:32.75) (4)7004 郭庭佑(臺南市)(00:29.48)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0:31.58) (6)7003 莊哲凱(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4)8001 謝宛錚(臺北市)(00:37.62)

(5)8003 陳涓妮(臺南市)(00:38.06) (6)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5009 陳宇宸(高雄市)(01:26.00) (3)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4)5010 施閔軒(高雄市)(01:07.00) (5)5003 陳裕嘉(臺北市)(01:07.32)

(6)5002 陳旻享(臺北市)(01:12.06) (7)5007 蔡秉圻(臺中市)(01:42.86)

(2)6007 李宛蓁(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3)6005 曾怡瑄(臺南市)(01:40.52)

(4)6001 屠若琳(臺北市)(01:17.02) (5)6002 董宜安(臺北市)(01:26.14)

(6)6008 紀妤歆(花蓮縣)(01:45.00)

(2)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3)1021 李憲明(臺南市)(01:02.36)

(4)1020 吳光榮(臺南市)(00:53.47) (5)1039 謝華太(嘉義縣)(00:58.92)

(6)1014 謝豊明(臺中市)(01:05.58)

(2)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3)1042 林育夙(澎湖縣)(01:00.00)

(4)1001 蔡宗達(臺北市)(00:48.09) (5)1002 陳森棋(臺北市)(00:51.80)

(6)1034 張正賢(桃園市)(01:05.72)

(2)1016 伍銀昭(臺中市)(00:52.58) (3)1003 謝政通(臺北市)(00:43.56)

(4)1025 陳亮達(高雄市)(00:40.00) (5)1004 林登裕(臺北市)(00:41.88)

(6)1015 麥文傑(臺中市)(00:47.83) (7)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3)1029 陳詩明(高雄市)(01:14.45) (4)1005 楊佑誠(臺北市)(00:37.13)

(5)1017 陳光宏(臺中市)(00:45.94)

第一組

(3)1036 徐玉盛(苗栗縣)(10:10.28) (4)1032 陳朝興(桃園市)(00:49.61)

(5)1035 范姜欽松(桃園市)(00:51.57)

101.聽障女子組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02.智障男子S14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103.智障女子S14組10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06.肢障男子S7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105.肢障男子S6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04.肢障男子S5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99.肢障女子S7組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98、99場次併組比賽)

100.聽障男子組50公尺蝶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07.肢障男子S8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08.肢障男子S9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9人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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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2)1011 張有志(臺北市)(00:40.27) (3)1018 陳永勝(臺中市)(00:36.47)

(4)1040 陳元皓(宜蘭縣)(00:33.07) (5)1006 莊裕斌(臺北市)(00:33.57)

(6)1012 林維德(新北市)(00:40.00) (7)1026 李文瑞(高雄市)(00:46.00)

(1)1022 朱廷杰(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1027 張凱傑(高雄市)(00:46.00)

(3)1007 黃榮財(臺北市)(00:33.48) (4)1041 廖進中(宜蘭縣)(00:32.12)

(5)1008 陳皇申(臺北市)(00:32.92) (6)1033 黃冠華(桃園市)(00:34.64)

(7)1030 王俊富(高雄市)(45:00.00)

(2)2024 林慧貞(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4)2023 邵柏茵(臺南市)(00:51.34) (5)2001 游淑妃(臺北市)(00:59.11)

(6)2012 唐玉華(臺中市)(01:27.87)

(3)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2013 白亞倫(臺中市)(00:51.87)

(5)2002 黃淑梅(臺北市)(00:57.39)

(2)2028 蔡善竹(高雄市)(01:28.00) (3)2015 張貴足(臺中市)(00:54.74)

(4)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0:40.00)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0:49.68)

(6)2026 羅麗蘭(臺南市)(01:03.56)

(1)2032 倪秀惠(苗栗縣)(03:10.28) (2)2004 潘佳麗(臺北市)(00:51.17)

(3)2019 莊美娟(臺中市)(00:44.41) (4)2027 姜曼羚(高雄市)(00:40.00)

(5)2003 莊惠菊(臺北市)(00:43.02) (6)2018 伍育慈(臺中市)(00:46.43)

(7)2010 洪曉君(新北市)(01:10.28) (8)2030 黃素鈴(高雄市)(40:39.99)

(2)2020 黃淑芳(臺中市)(01:00.03) (3)2021 洪惠雪(臺中市)(00:54.38)

(4)2005 謝宛蓁(臺北市)(00:38.43) (5)2031 王愛顧(高雄市)(00:52.11)

(6)2006 葉麗琴(臺北市)(00:55.60) (7)2011 臧麗芬(新北市)(01:10.28)

(2)3013 李 堯(高雄市)(00:56.00) (3)3001 林立翔(臺北市)(00:38.88)

(4)3010 顏士翔(臺南市)(00:33.40) (5)3009 王詠亮(臺南市)(00:35.04)

(6)3002 朱明中(臺北市)(00:39.90)

(3)3014 廖紘緯(高雄市)(40:39.99) (4)3005 林昕緯(臺北市)(00:28.37)

(5)3007 孫勤凱(臺北市)(00:31.18) (6)3011 楊修銘(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109.肢障男子S10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110.肢障女子S6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14.肢障女子S10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6人取3名

116.視障男子S12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13.肢障女子S9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8人取4名

112.肢障女子S8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11.肢障女子S7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15.視障男子S11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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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2 許呈祿(臺南市)(00:33.88) (4)3008 陳世約(臺中市)(00:27.29)

(5)3006 劉偉成(臺北市)(00:31.14)

(3)4003 洪媛玲(高雄市)(40:39.99) (4)4004 曾靖雅(高雄市)(00:48.09)

(5)4001 鄭竹君(臺北市)(00:52.56)

(1)7004 郭庭佑(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2)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3)7007 劉宗翰(桃園市)(00:36.49) (4)7002 廖政豪(臺中市)(00:27.68)

(5)7001 黃清璿(臺北市)(00:30.79) (6)7008 高文富(桃園市)(02:04.47)

(7)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8003 陳涓妮(臺南市)(00:30.22)

(5)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第一組

(4)臺北市(06:51.58) (5)臺中市(06:58.58)

第一組

(3)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臺北市(07:27.06)

(5)臺中市(07:37.06)

118.視障女子S11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19.聽障男子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120.聽障女子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21.肢障男子34點組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2隊取1名

122.肢障女子34點組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計時決賽：3隊取1名

117.視障男子S13組50公尺自由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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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1 蔡宗達(臺北市)(04:27.12) (3)1013 李承恩(新北市)(01:10.28)

(5)1042 林育夙(澎湖縣)(05:00.00) (6)1004 林登裕(臺北市)(04:22.96)

(7)1002 陳森棋(臺北市)(04:46.32) (8)1038 劉哲誠(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3)1028 柯人華(高雄市)(40:39.99) (4)1025 陳亮達(高雄市)(02:55.00)

(5)1010 張維捷(臺北市)(04:05.75)

(2)1018 陳永勝(臺中市)(04:11.24) (3)1009 王勝雄(臺北市)(03:45.21)

(4)1040 陳元皓(宜蘭縣)(03:21.93) (5)1006 莊裕斌(臺北市)(03:31.96)

(6)1035 范姜欽松(桃園市)(03:52.51)

(2)1031 張天枝(高雄市)(40:39.99) (3)1033 黃冠華(桃園市)(04:00.00)

(4)1007 黃榮財(臺北市)(03:14.75) (5)1008 陳皇申(臺北市)(03:34.93)

(6)1030 王俊富(高雄市)(40:39.99)

(3)2023 邵柏茵(臺南市)(04:38.31) (4)2009 黃薇蓁(新北市)(01:10.28)

(6)2025 張　晴(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7)2013 白亞倫(臺中市)(04:29.64)

(8)2002 黃淑梅(臺北市)(05:15.79)

(3)2015 張貴足(臺中市)(05:15.58) (4)2033 高許美玉(宜蘭縣)(04:21.93)

(5)2014 陳郁琪(臺中市)(04:47.48)

(3)2004 潘佳麗(臺北市)(04:53.60) (4)2027 姜曼羚(高雄市)(04:05.00)

(5)2016 賴榮子(臺中市)(04:50.61) (6)2018 伍育慈(臺中市)(04:59.56)

130.肢障女子SM8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31.肢障女子SM9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23.肢障男子SM5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123、124場次併組比賽)

124.肢障男子SM6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123、124場次併組比賽)

125.肢障男子SM7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26.肢障男子SM9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第四天(109/11/30)

129.肢障女子SM7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128、129場次併組比賽)

127.肢障男子SM10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28.肢障女子SM6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128、129場次併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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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1 王愛顧(高雄市)(40:39.99) (3)2022 陳阿時(臺中市)(05:27.84)

(4)2005 謝宛蓁(臺北市)(03:29.86) (5)2006 葉麗琴(臺北市)(05:25.02)

(6)2021 洪惠雪(臺中市)(05:32.94)

(3)3009 王詠亮(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3003 賴智傑(臺北市)(04:24.91)

(5)3002 朱明中(臺北市)(04:24.97) (6)3010 顏士翔(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3012 許呈祿(臺南市)(03:20.16) (4)3008 陳世約(臺中市)(03:05.67)

(5)3006 劉偉成(臺北市)(03:08.21)

(3)4001 鄭竹君(臺北市)(05:19.89) (5)4004 曾靖雅(高雄市)(04:37.72)

(1)5011 陳重佑(高雄市)(40:39.99) (2)5007 蔡秉圻(臺中市)(03:07.98)

(3)5003 陳裕嘉(臺北市)(02:33.12) (4)5005 陳玠丞(新北市)(01:10.28)

(5)5010 施閔軒(高雄市)(02:23.00) (6)5004 黃淯聖(臺北市)(02:41.98)

(7)5006 陳宥維(臺中市)(03:14.60)

(2)6007 李宛蓁(雲林縣)(無有效成績) (3)6004 蘇安妍(臺中市)(03:16.41)

(4)6002 董宜安(臺北市)(02:56.05) (5)6001 屠若琳(臺北市)(03:01.48)

(6)6005 曾怡瑄(臺南市)(03:30.80)

(3)7006 周棠桀(高雄市)(40:39.99) (4)7001 黃清璿(臺北市)(02:51.56)

(5)7005 蔡傑丞(高雄市)(40:39.99) (6)7004 郭庭佑(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3)8004 陳梓盈(臺南市)(無有效成績) (4)8001 謝宛錚(臺北市)(02:58.08)

(5)8005 王姿喻(高雄市)(40:39.99)

138.聽障男子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39.聽障女子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136.智障男子SM14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7人取3名

137.智障女子SM14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32.肢障女子SM10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5人取2名

133.視障男子SM11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4人取2名

135.視障女子SM11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2人取1名

134.視障男子SM13組200公尺混合式 計時決賽：3人取1名



62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男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3 01:25.84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4 57.00 李水池 雲林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5 48.72 吳光榮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6 40.57 蔡宗逹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7 41.33 謝政通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8 33.89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9 30.21 莊裕斌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0 30.17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3 03:00.73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4 02:05.78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5 01:51.60 張世賢 宜蘭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6 01:30.43 蔡宗達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7 01:29.62 謝政通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8 01:17.38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9 01:07.78 莊裕斌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0 01:08.19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3 06:02.36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4 04:40.37 黃冠寧 高雄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5 03:54.15 沈吉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6 06:45.90 林登裕 彰化縣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7 07:01.16 謝政通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8 05:47.00 陳亮達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9 05:32.78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0 05:39.33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蛙式 SB3 01:13.34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4 02:15.75 蔡宗達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5 01:54.71 張維捷 臺北市 2017 106全國會長盃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6 01:53.08 張維捷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7 01:42.60 蔡耀星 花蓮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8 01:34.33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9 01:27.98 黃榮財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3 01:19.94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4 01:01.08 黃冠寧 正修科大 2014 103年全國會長盃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5 01:03.10 葉良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6 01:40.54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7 01:20.59 陳亮達 中華台北 2020 2020墨爾本游泳世界

系列賽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8 01:20.74 張維捷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9 01:24.51 陳元皓 宜蘭縣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0 01:22.29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4 01:27.01 黃冠寧 高雄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5 01:07.66 葉良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6 41.78 蔡宗達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7 53.73 陳暎杰 新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8 01:23.62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9 01:23.47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0 01:18.38 黃榮財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50公尺 混合式 SM4 03:43.15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5 04:00.14 蔡宗達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6 03:51.44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7 02:55.90 陳亮達 中華台北 2018 2018印尼亞帕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8 03:10.67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9 03:03.77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0 02:54.24 黃榮財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胡翔淳

蔡宗達

葉良吉

沈吉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肢障組男子 2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20點

賽項

04:03.14

第 1 頁，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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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男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賽項

胡翔淳

葉良吉

蔡宗達

沈吉玉

莊裕斌

陳皇申

楊佑誠

謝政通

莊裕斌

黃榮財

楊佑誠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34點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34點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20點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05:14.84

06:10.27

04:09.79

第 2 頁，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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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女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3 05:28.31 洪培瑩 高雄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4 01:19.44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5 01:07.58 葉佳珍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6 43.63 羅小紅 中華台北 2014 2014韓國仁川亞帕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7 47.50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8 43.02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9 42.06 莊惠菊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0 34.71 謝宛蓁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3 10:12.71 洪培瑩 高雄啟智 2016 105全國會長盃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4 02:51.56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5 02:33.77 葉貴紅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6 01:34.31 羅小紅 中華台北 2012 2012倫敦帕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7 01:45.67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8 01:37.99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9 01:36.54 莊惠菊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0 01:18.64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4 06:27.98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5 04:30.10 游淑妃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6 07:21.48 白亞倫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7 07:37.91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8 07:50.52 張桂足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9 07:21.94 陳郁琪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0 06:03.2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蛙式 SB3 01:38.21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4 02:06.80 羅小紅 中華台北 2012 2012倫敦帕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5 02:29.73 林慧貞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6 02:12.44 黃薇蓁 新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7 02:09.03 劭柏茵 臺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8 02:17.18 賴榮子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9 01:38.0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3 05:37.12 洪培瑩 高雄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4 01:54.37 黃美玲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5 01:32.75 葉貴紅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6 01:56.32 邵柏茵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7 01:54.41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8 02:07.91 陳郁琪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9 01:54.35 陳郁琪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0 01:30.01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4 01:39.65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6 52.97 方姿雅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7 01:02.91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8 02:22.68 葉淑惠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9 01:57.89 潘佳麗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0 01:27.6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50公尺 混合式 SM4 05:31.61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6 04:27.68 邵柏茵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7 04:25.95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8 04:44.02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9 04:02.36 潘佳麗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0 03:19.02 謝宛蓁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白亞倫

張淑美

洪素禎

葉佳珍

張淑美

馬秀芸

白亞倫

葉佳珍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20點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101高雄全障運臺中市 2012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20點 06:06.33

05:27.21

賽項

第 1 頁，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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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女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賽項

謝宛蓁

潘佳麗

莊惠菊

羅小紅

莊惠菊

潘佳麗

謝宛蓁

游淑妃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 混合式接力 34點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 自由式接力 34點 06:31.24

07:27.06

第 2 頁，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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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男子視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1 31.92 顏士翔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2 26.93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3 26.75 林昕緯 中華台北 2011 2011年第四屆IBSA世

錦賽(土耳其安塔利亞)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1 01:13.50 王詠亮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2 01:02.22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3 00:59.94 林昕緯 中華台北 2010 2010年廣州亞帕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1 05:49.65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2 05:40.60 林昕緯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3 05:21.58 林昕緯 中華台北 2011 2011年第四屆IBSA世

錦賽(土耳其安塔利亞)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9.74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5.71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4.68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1 01:32.29 顏士翔 臺南市 2018 107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2 01:20.90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3 01:15.07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1 01:20.77 顏士翔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2 01:25.89 顏士翔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3 01:18.13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1 03:06.11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2 02:53.80 林昕緯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3 02:41.25 林昕緯 中華台北 2010 2010年廣州亞帕運

許呈祿

胥景昕

顏士翔

王詠亮

朱明中

劉偉成

孫勤凱

林昕緯

賽項

05:11.73

05:51.8649點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49點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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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女子視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1 45.77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2 32.03 胡馨中 中華台北 2006 2006年吉隆坡游泳公

開賽(馬來西亞)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3 54.58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1 01:44.80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2 01:10.66 胡馨中 中華台北 2006 2006年吉隆坡游泳公

開賽(馬來西亞)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3 02:11.94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1 08:15.80 曾靖雅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2 05:31.26 胡馨中 中華台北 2002
2002年IPC世界游泳錦

標賽(阿根廷馬德普拉

塔)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2:03.60 曾靖雅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2 01:33.62 胡馨中 中華台北 2006 2006年IPC世界游泳錦

標賽(南非德本)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3 02:13.32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1 01:49.07 鄭竹君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1 02:10.12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1 04:15.62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2 03:54.22 胡馨中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賽項

第 1 頁，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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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男子智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4 26.00 施閔軒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4 57.45 施閔軒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14 02:09.7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4 04:35.32 施閔軒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4 01:19.59 陳玠丞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仰式 S14 31.60 陳玠丞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4 01:07.57 陳玠丞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蝶式 S14 29.17 陳玠丞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運動

會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4 01:05.6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4 02:27.24 施閔軒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游信昌

崔景皓

陳裕嘉

林憲駿

游信昌

林憲駿

林子鈞

崔景皓

賽項

臺北市 2012公尺 101高雄全障運200公尺男子 智障組 自由式接力 S14 02:03.45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男子 智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S14 02: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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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全國紀錄-游泳(女子智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智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4 33.38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6 2016年INAS游泳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4 01:10.70 董宜安 中華台北 2019 2019年INAS全球

女子 智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14 02:30.73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4 2014仁川亞帕運

女子 智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4 05:33.41 屠若琳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800公尺 自由式 S14 11:06.89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5 2015第四屆INAS
全球運動會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4 01:31.91 屠若琳 個人 2014 103全國會長盃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4 01:25.23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4 2014仁川亞帕運

女子 智障組 50公尺 蝶式 S14 33.77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5 2015第四屆INAS
全球運動會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4 01:14.56 屠若琳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200公尺 蝶式 S14 02:39.15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5 2015第四屆INAS
全球運動會

女子 智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4 02:51.39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4 2014仁川亞帕運

女子 智障組 400公尺 混合式 SM14 06:05.66 屠若琳 中華台北 2015 2015第四屆INAS
全球運動會

賽項



聽障游泳全國紀錄（男子組） 

項目 記錄 運動員 單位 日期 賽事名稱 備註 

50m 自由式 25.40 韓尚諭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

太聽障運動會 
 

100m 自由式 57.19 韓尚諭 中華臺北 2009.09 
2009年臺北聽

障奧運會 
 

200m 自由式 02:06.31 黃清璿 臺北市 2016.06 
105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400m 自由式 04:32.57 黃清璿 臺北市 2016.06 
105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1500m 自由式 18:35.02 韓尚諭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

太聽障運動會 
創紀錄 

50m 仰式 30.54 黃清璿 臺北市 2018.05 
107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100m 仰式 01:05.89 黃清璿 臺北市 2018.05 
107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200m 仰式 02:25.21 郭庭佑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50m 蛙式 32.56 莊哲凱 臺南市 2016.05 
105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100m 蛙式 01:11.95 莊哲凱 臺南市 2014.05 

103年臺南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 

 

200m 蛙式 02:36.94 莊哲凱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50m 蝶式 27.19 黃清璿 臺北市 2018.05 
107年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 
 

100m 蝶式 01:00.84 黃清璿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200m 混合式 02:19.65 黃清璿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混合式接力

400m 
04:22.40 

潘政 

中華臺北 2009.09 
2009年臺北聽

障奧運會 
 

黃宇民 

韓尚諭 

廖政豪 

70



項目 記錄 運動員 單位 日期 賽事名稱 備註 

4×100m 自由

式接力 
04:01.32 

黃靖凱 

中華臺北 2011.08 

2011年葡萄牙

世界聽障游泳錦

標賽 

 
韓尚諭 

廖政豪 

潘政 

4×200m 

自由式接力 
09:13.53 

潘政 

韓尚諭 

廖政豪 

黃靖凱 

聽障奧運培

訓隊 
2009.05 

2009全國青少

年游泳錦標賽 
 

4×100m 

混合式混合接

力 

04:35.58 

郭庭佑 

陳涓妮 

黃清璿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創紀錄 

4×100m 

自由式混合接

力 

04:09.74 

黃清璿 

陳梓盈 

陳涓妮 

郭庭佑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

聽障奧運會 
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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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游泳全國紀錄（女子組） 

項目 記錄 運動員 單位 日期 賽事名稱 備註

50m自由
式

00:29.42 陳涓妮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100m自由
式

01:05.33 陳涓妮 臺南市 2016.06
10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200m自由
式

02:26.98 陳涓妮 臺南市 2014.05
103年臺南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

400m自由
式

05:07.93 謝宛錚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800m自由
式

10:41.89 謝宛錚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50m仰式 32.23 曾紓寧 竹北高中 2007.08
2007年臺北世界聽障游泳錦
標賽

破世界暨

大會紀錄

100m仰式 1:10.80 曾紓寧 中華臺北 2009.09 2009年臺北聽障奧運會

200m仰式 2:38.02 曾紓寧 竹北高中 2007.08
2007年臺北世界聽障游泳錦
標賽

50m蛙式 00:36.63 陳涓妮 臺南市 2008.05
97年度全國聽障菁英盃游泳
錦標賽

100m蛙式 01:18.19 陳涓妮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200m蛙式 02:54.11 陳涓妮 中華臺北 2011.08
2011年葡萄牙里斯本世界聽
障游泳錦標賽

50m蝶式 00:30.80 陳涓妮 臺南市 2016.06
10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100m蝶式 01:13.10 陳涓妮 臺南市 2018.05
107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200m蝶式 02:56.20 謝宛錚 中華臺北 2007.08
2007年臺北世界聽障游泳錦
標賽

200m混合
式

02:44.88 陳涓妮 臺南市 2016.06
10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400m混合
式

06:05.68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聽障奧運會

4×100m混
合式接力

04:59.63

曾紓寧

陳涓妮

謝宛錚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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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m自
由式接力

04:28.01

陳涓妮

曾紓寧

江美竺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創紀錄

4×200m自
由式接力

10:12.05

陳涓妮

謝宛錚

江美竺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5.10 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創紀錄

4×100m
混合式混

合接力

04:35.58

郭庭佑

陳涓妮

黃清璿

陳梓盈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聽障奧運會 創紀錄

4×100m
自由式混

合接力

04:09.74

黃清璿

陳梓盈

陳涓妮

郭庭佑

中華臺北 2017.07 2017年薩姆松聽障奧運會 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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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男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3 01:25.84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4 57.00 李水池 雲林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5 48.72 吳光榮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6 40.57 蔡宗逹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7 41.33 謝政通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8 33.89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9 30.21 莊裕斌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0 30.17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3 03:00.73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4 02:05.78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5 01:51.60 張世賢 宜蘭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6 01:30.43 蔡宗達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7 01:29.62 謝政通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8 01:17.38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9 01:07.78 莊裕斌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0 01:08.19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3 06:02.36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4 04:40.37 黃冠寧 高雄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5 03:54.15 沈吉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6 06:45.90 林登裕 彰化縣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7 07:01.16 謝政通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8 05:47.00 陳亮達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9 05:32.78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0 05:39.33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蛙式 SB3 01:13.34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4 02:15.75 蔡宗達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5 01:54.79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6 01:53.08 張維捷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7 01:42.60 蔡耀星 花蓮縣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8 01:34.33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9 01:27.98 黃榮財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3 01:19.94 謝啟輝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4 01:01.08 黃冠寧 高雄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5 01:03.10 葉良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6 01:40.54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7 01:41.22 謝政通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8 01:20.74 張維捷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9 01:24.51 陳元皓 宜蘭縣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0 01:22.29 陳皇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4 01:27.01 黃冠寧 高雄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5 01:07.66 葉良吉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6 41.78 蔡宗達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7 53.73 陳暎杰 新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8 01:23.62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9 01:23.47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0 01:18.38 黃榮財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150公尺 混合式 SM4 03:43.15 黃冠寧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5 04:00.14 蔡宗達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6 03:51.44 陳森棋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7 03:56.03 張維捷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8 03:10.67 楊佑誠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9 03:03.77 陳永勝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0 02:54.24 黃榮財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胡翔淳

蔡宗達

葉良吉

沈吉玉

肢障組男子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自由式接力200公尺

賽項

04:03.1420點



75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男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賽項

胡翔淳

葉良吉

蔡宗達

沈吉玉

莊裕斌

陳皇申

楊佑誠

謝政通

莊裕斌

黃榮財

楊佑誠

陳森棋

肢障組男子 105苗栗全障運2016臺北市34點混合式接力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34點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20點混合式接力200公尺肢障組男子

05:14.84

06:10.27

04:09.79

400公尺



76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女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4 01:19.44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5 01:07.58 葉佳珍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6 43.96 羅小紅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7 47.50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8 43.02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9 42.06 莊惠菊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0 34.71 謝宛蓁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4 02:51.56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5 02:33.77 葉貴紅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6 01:36.62 羅小紅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7 01:45.67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8 01:37.99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9 01:36.54 莊惠菊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0 01:18.64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4 06:27.98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5 04:30.10 游淑妃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6 07:21.48 白亞倫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7 07:37.91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8 07:50.52 張桂足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9 07:21.94 陳郁琪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0 06:03.2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蛙式 SB3 01:38.21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4 02:08.31 羅 小 紅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5 02:29.73 林慧貞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6 02:12.44 黃薇蓁 新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7 02:09.03 劭柏茵 臺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8 02:17.18 賴榮子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9 01:38.0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4 01:54.37 黃美玲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仰式 S5 01:32.75 葉貴紅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6 01:56.32 邵柏茵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7 01:54.41 張　晴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8 02:07.91 陳郁琪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9 01:54.35 陳郁琪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0 01:30.01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4 01:39.65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6 52.97 方姿雅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50公尺 蝶式 S7 01:02.91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8 02:22.68 葉淑惠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9 01:57.89 潘佳麗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0 01:27.68 謝宛蓁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150公尺 混合式 SM4 05:31.61 施惠蘋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6 04:27.68 邵柏茵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7 04:25.95 白亞倫 臺中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8 04:44.02 陳郁琪 臺中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9 04:02.36 潘佳麗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0 03:19.02 謝宛蓁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白亞倫

張淑美

洪素禎

葉佳珍

張淑美

馬秀芸

白亞倫

葉佳珍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肢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接力 20點 臺中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20點自由式接力200公尺肢障組女子

賽項

06:06.33

05:27.21



77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女子肢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賽項

謝宛蓁

潘佳麗

莊惠菊

羅小紅

莊惠菊

潘佳麗

謝宛蓁

游淑妃

34點混合式接力400公尺肢障組女子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107嘉義全障運2018臺北市

女子 肢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接力 34點 06:31.24

07:27.06



78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男子視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1 31.92 顏士翔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2 26.93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3 27.14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1 01:13.50 王詠亮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2 01:02.22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3 01:01.38 林昕緯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1 05:49.65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2 05:44.23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3 05:25.45 許呈祿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9.74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5.71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1:24.68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1 01:32.29 顏士翔 臺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2 01:20.90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3 01:15.07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1 01:20.77 顏士翔 臺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2 01:25.89 顏士翔 臺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3 01:18.13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1 03:06.11 王詠亮 臺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2 02:55.03 林昕緯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3 02:46.81 陳世約 臺中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許呈祿

胥景昕

顏士翔

王詠亮

朱明中

劉偉成

孫勤凱

林昕緯

男子

男子 視障組

視障組 自由式接力

混合式接力

臺南市

臺北市

101高雄全障運

103臺南全障運

2012

2014

賽項

05:11.73

05:51.86

49點

49點

400公尺

400公尺



79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女子視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1 45.77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2 37.08 胡馨中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3 54.58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1 01:44.80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2 01:24.89 胡馨中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3 02:11.94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1 08:15.80 曾靖雅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2 07:04.47 胡馨中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1 02:03.60 曾靖雅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2 01:49.65 胡馨中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3 02:13.32 林津津 新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1 01:49.07 鄭竹君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1 02:10.12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1 04:15.62 鄭竹君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視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2 03:54.22 胡馨中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賽項



80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男子智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4 27.9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4 57.45 施閔軒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14 02:09.7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4 04:37.6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4 01:20.20 陳裕嘉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仰式 S14 34.95 梁景翔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4 01:09.84 陳玠丞 新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50公尺 蝶式 S14 29.82 梁景翔 高雄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4 01:05.62 陳裕嘉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男子 智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4 02:27.24 施閔軒 高雄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游信昌

崔景皓

陳裕嘉

林憲駿

游信昌

林憲駿

林子鈞

崔景皓

臺北市

臺北市

2012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101高雄全障運

男子

男子 智障組

自由式接力

混合式接力

S14

S14

200公尺

200公尺

智障組

賽項

02:03.45

02:26.19



81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女子智障組)

更新日期：2020/5/25

性別 組別 分級 成績 保持者 單位 創紀錄年份 創紀錄賽事 備註

女子 智障組 50公尺 自由式 S14 35.04 屠若琳 臺北市 2014 103臺南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自由式 S14 01:10.91 屠若琳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200公尺 自由式 S14 02:33.87 董宜安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400公尺 自由式 S14 05:33.41 屠若琳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蛙式 SB14 01:32.62 董宜安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仰式 S14 01:26.10 屠若琳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50公尺 蝶式 S14 36.08 屠若琳 臺北市 2012 101高雄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100公尺 蝶式 S14 01:14.56 屠若琳 臺北市 2018 107嘉義全障運

女子 智障組 200公尺 混合式 SM14 02:54.48 屠若琳 臺北市 2016 105苗栗全障運

賽項



82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聽障男子組) 

更新日期：2020.05 

項目 
男子組 

姓名 成績 代表單位 時間 地點 

50公尺自由式 黃清璿 26.08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100公尺自由式 黃清璿 57.50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200公尺自由式 黃清璿 2:06.31 臺北市 2016.05 苗栗縣 
400公尺自由式 黃清璿 4:32.57 臺北市 2016.05 苗栗縣 
50公尺仰式 黃清璿 30.54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100公尺仰式 黃清璿 1:05.89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50公尺蛙式 莊哲凱 32.56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100公尺蛙式 莊哲凱 1:11.95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50公尺蝶式 黃清璿 27.19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100公尺蝶式 黃清璿 1:00.97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200公尺混合式 黃清璿 2:23.38 臺北市 2018.05 嘉義市 



83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大會紀錄-游泳(聽障女子組) 

更新日期：2020.05 

項目 
女子組 

姓名 成績 代表單位 時間 地點 

50公尺自由式 陳涓妮 29.48 臺南市 2014.05 臺南市

100公尺自由式 陳涓妮 1:05.73 臺南市 2014.05 臺南市

200公尺自由式 陳涓妮 2:26.98 臺南市 2014.05 臺南市

400公尺自由式 謝宛錚 5:08.48 臺北市 2016.05 苗栗縣 
50公尺仰式 曾紓寧 33.41 新竹市 2016.05 苗栗縣 
100公尺仰式 曾紓寧 1:15.30 新竹市 2016.05 苗栗縣 
50公尺蛙式 陳涓妮 37.01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100公尺蛙式 陳涓妮 1:22.11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50公尺蝶式 陳涓妮 30.80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100公尺蝶式 陳涓妮 1:13.10 臺南市 2018.05 嘉義市 
200公尺混合式 陳涓妮 2:44.88 臺南市 2016.05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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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 

事由 

 

時間及地點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 

事實 

 

證件或 

關係人 

 

單位 

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申訴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 

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政組處

理。 

(收款人:                    ) 

裁判長 

意見 

 

審判(仲裁) 

委員會判決 

 

 

審判(仲裁)委員會召集人： (簽章)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可依各單項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

教練簽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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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選手分級抗議書 

抗議 

事由 

 
所屬單

位 

 
參賽 

種類 

項目 

 

抗議 

事實 

 
證件

或 

關係

人 

 

單位 

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抗議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 

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抗議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抗議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

政組處理。 

(收款人:                    ) 

分級師 

意見 

 

運動競賽 

審查會 

裁定 

 

運動競賽審查會（分級及審查組） 
 

召集人 (簽章) 

 
 

附註: 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抗議案件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可依各單項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

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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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請假單 

單 位 
 

姓 名 
 

號 碼 
 

競 賽 種 類 
 

比 賽 項 目  場次 
 

請 假 申 請 

日 期 時 間 
 

請 假 原 因 
(請檢附證明文件) 

 

運動員簽名  

教 練 簽 名  

裁判長裁示 
 

裁判長簽名 

 

競賽規程第十一條第六款：運動員註冊後無故棄權，不得參加棄權後各項比賽。

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參加比賽時，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書面申請，

於檢錄（過磅）前 30分鐘，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檢錄處，完成請假手續。

核准請假之參賽選手，該請假賽次以後之當天各賽程均不得出賽，但次日賽

程可再出賽。選手若因【賽程衝突】導致部份競賽請假，依規定申請，經查

證屬實，該請假選手得以出賽當天後續各賽程。 

大會競賽組 

處理意見 

 
競賽組 

承辦人 
 

日期   月  日 

時間   時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