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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單位隊職員名單 

編號 A001 

單位 文山泳隊（文山泳隊） 

教練 呂宣毅 

報名人數 3 

聯絡電話 03-3207371  行動電話：0926233145  

聯絡地址 116 台北市文山區景隆街 37之 3號 2樓 

E-Mail shane1274tw@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呂宜澄 

9〜10 歲級 呂宜憲 

13〜14 歲級 呂宜叡 

 

編號 D003 

單位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進學國小游泳隊） 

領隊 周生民 

教練 黃翠怜 

管理 張佳伶 

隊長 男隊長：張仲崴  女隊長：陳韋均 

報名人數 26 

聯絡電話 06-2133007~823  行動電話：0915173727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南寧街 47號 

E-Mail misa3388@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王律楊 葉佶展 陳登棋 王建勳 

9〜10 歲級 王律棋 顏靖宸 邱振弘 林育陞 林暐盛 

11〜12 歲級 羅人麒 蘇暐庭 張仲崴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顏靖芸 林伊音 王敏芝 曹筑茵 劉芸碩 林雨歆 

9〜10 歲級 曾葳采 林洋亦 陳昱廷 林怡柔 駱寧恩 王慈恩 

11〜12 歲級 陳韋均 錢思萱 

 

編號 D004 

單位 台南 YMCA 公園游泳隊（台南 Y公園泳隊） 

領隊 朱政雄 

教練 李佩宗、王亮勛、曾若芸、盧歆雱、汪子翔、王鈞 

管理 陳瓊慧 

隊長 男隊長：汪子翔  女隊長：曾若云 

報名人數 49 

聯絡電話 06-2824000 轉 18  行動電話：0935055191  

聯絡地址 704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 591~31 號 

E-Mail p0529age@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吳兆騏 林郁翔 王睿安 許宇超 吳國瑋 蔡秉佑 

9〜10 歲級 海元 郭士睿 楊聿綸 謝秉佑 

11〜12 歲級 蘇敬軒 王昱翔 鄭敦文 黃詠綸 方柏臻 

13〜14 歲級 朱廷杰 劉亦承 姜君翰 陳鼎崴 

15〜17 歲級 周晁緯 王睿程 王凱駿 羅文嶸 吳哲瑋 

18 及以上歲級 葉勇詮 盧允任 王鈞 汪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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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謝沅媛 

9〜10 歲級 胡溱欐 蔡竺臻 蔡佳穎 蔡佳安 王昱甯 蘇瑀涵 羅靖喻 

11〜12 歲級 林芷安 許妤恬 陳姿蓉 莊美柔 

13〜14 歲級 吳昕蒨 許芷宓 鄭采盈 侯亞維 

15〜17 歲級 徐鈺晴 陳玟如 郭士瑄 徐偉玲 

18 及以上歲級 曾若芸 

 

編號 D005 

單位 國立台南高商（台南高商） 

領隊 余慶輝 

教練 林士欣 

隊長   女隊長：陳蓓瑩 

報名人數 5 

聯絡電話 06-2617123#618  行動電話：0931862025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327 號 

E-Mail qkqkokok@yahoo.com.tw 

女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黃鈴喬 楊瑜沛 

18 及以上歲級 楊翎 陳蓓瑩 林子婷 

 

編號 D006 

單位 台南市新興國中游泳培訓（新興泳訓） 

領隊 趙克中 

教練 董建全 L、劉勇宏 L、陳佳暉 L 

管理 李昆霖 

隊長 男隊長：李孟炫  女隊長：李宜姍 

報名人數 10 

聯絡電話 06-2633171-231  行動電話：0910872646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 87號 

E-Mail tony240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吳承恩 林定宏 戴翊安 許勝佑 

11〜12 歲級 李昱廷 李孟炫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方宥鈞 洪渝姍 

9〜10 歲級 許亞鈴 李宜姍 

 

編號 D009 

單位 新市國中（新市國中） 

領隊 陳瑞榮 

教練 余庭煒 

管理 楊啟宗 

隊長 男隊長：鄭力中  女隊長：張鈺梨 

報名人數 15 

聯絡電話 06-5991420  行動電話：0956526594  

聯絡地址 744 台南市新市區民族路 76號 

E-Mail merman1964@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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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歲級 蕭至均 李威諭 洪茂菘 楊秉翰 陳睿鴻 莊思惟 

15〜17 歲級 余仁俊 陳壬薰 黃冠皓 鄭力中 蕭宇捷 林碇傑 

女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林品圻 鄭霓珊 

15〜17 歲級 張鈺梨 

 

編號 D010 

單位 台南市中山國中（中山國中） 

領隊 侯志偉 

教練 黃翠怜 

管理 劉昭吟 

隊長   女隊長：林雨潔 

報名人數 3 

聯絡電話 0915173727  行動電話：0915173727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南寧街 45號 

E-Mail misa3388@yahoo.com.tw 

女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林雨潔 林郁珊 劉芸劭 

 

編號 D015 

單位 游泳教室（游泳教室） 

領隊 簡美玉 

教練 簡美玉 

報名人數 25 

聯絡電話 06-3585843  行動電話：0932827887  

聯絡地址 709 台南市安南區府安路七段 50號 

E-Mail honesty.print@msa.hinet.net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吳亦澄 黃靖樸 洪上恩 鄧景元 鄭柏宥 陳韋臣 

9〜10 歲級 陳彥安 陳宥羽 黃品翰 劉俊馳 許育綸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張亦炫 蔡錦庭 陳妍希 鄭意靜 蔡錦儀 

9〜10 歲級 黃暐淇 黃泳菁 黃鈺淇 楊育娉 薛品甯 

11〜12 歲級 陳亭穎 黃薺萱 黃于容 吳瑜蓁 

 

編號 D016 

單位 台南 YMCA 協進少泳隊（台南 Y協進少泳） 

領隊 林慧娟 

教練 周惠昭 

管理 陳瓊慧 

報名人數 16 

聯絡電話 2207302 轉 704  行動電話：0937346372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00 號 

E-Mail joyce777373@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黃翊修 周柏勛 鍾子雋 趙祐陞 

9〜10 歲級 吳立宇 蔡彥甯 

11〜12 歲級 呂定謙 程曜霆 陳鵬宇 王柏穎 

女子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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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歲級 呂庭妤 李姵萱 周幼琳 吳若郡 呂昀熹 

11〜12 歲級 陳品涵 

 

編號 D017 

單位 南大附中（南大附中） 

領隊 邱敏捷 

教練 陳朝鵬 

管理 簡添霖 

隊長 男隊長：李丞霖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338501  行動電話：0953201772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948 號 

男子組名單 

18 及以上歲級 李丞霖 

 

編號 D019 

單位 上等少泳（上等少泳） 

領隊 黃明國 

教練 游仕揚、沈梅花、曾順德、黃雅屏 

管理 姚韋臣 

隊長 男隊長：李崇璽 

報名人數 52 

聯絡電話 06-2088738  行動電話：098683689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100 號 

E-Mail hahauu@livemail.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胡宇翔 謝建臣 傅聖安 蔡承達 王秉鈞 劉璨榮 

9〜10 歲級 陳家紳 王天佑 杜澤鉅 劉昱成 侯竣堯 傅聖友 黃毓傑 洪毓傑 
吳艾宸 

11〜12 歲級 侯詠晨 陳博廷 陳炎廷 給銠•祿璞峻岸 張貴翔 黃以帆 陳昱
辰 侯品丞 

13〜14 歲級 吳沛宸 黃唯鑫 李崇璽 

15〜17 歲級 鄭竤桾 

18 及以上歲級 陳威宇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法奧妮•祿璞峻岸 杜澤芊 陳雨葳 陳亭安 陳亭妤 吳雅喬 林
謙恬 張蔓妮 施友甯 

9〜10 歲級 廖妤璇 蕭禾恩 蕭禾慈 陳昕妤 謝沛璇 謝宥慧 

11〜12 歲級 卓佳誼 陳恩怡 黃莉棋 陳倚杉 高翊禎 陳妍妮 黃喬鈺 呂沛琪 

13〜14 歲級 陳姮靜 

 

編號 D021 

單位 台南高工游泳隊（南工游泳隊） 

領隊 王榮發 

教練 龔政旭 

管理 龔政旭 

隊長 男隊長：李品漢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322131#254  行動電話：0921329231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1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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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oldgong@yahoo.com.tw 

女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吳育祈 

 

編號 D025 

單位 台南市新興國中（新興國中） 

領隊 趙克中 

教練 董建全 L、劉勇宏 L、陳佳暉 L 

管理 李昆霖 

隊長 男隊長：翁瑋佳  女隊長：楊郁萱 

報名人數 9 

聯絡電話 06-2633171-231  行動電話：0910872646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 87號 

E-Mail tony240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郭庭佑 翁瑋佳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戴伊晨 吳孟祐 吳佩儒 方姷頤 

13〜14 歲級 李羿亭 吳雨宸 

15〜17 歲級 楊郁萱 

 

編號 D027 

單位 隆田國小（隆田國小） 

領隊 陳振男 

教練 蔡宛秦 

管理 陳義文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5791047*821  行動電話：0935618875  

聯絡地址 720 台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 127 號 

E-Mail ddearr6638@tn.edu.tw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胡翔 

 

編號 D029 

單位 海東國小（海東國小） 

領隊 曾冠霖 

教練 李榮泰、黃文月 

管理 劉博允 

隊長 男隊長：林品憲  女隊長：陳怡君 

報名人數 25 

聯絡電話 06-2567146#821  行動電話：0919-896238  

聯絡地址 709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 381 號 

E-Mail rontai@mail.htps.tn.edu.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黃湋琋 杜沛恩 計勛耀 王家樂 黃鉉喆 

9〜10 歲級 謝佳锝 謝振淼 吳羽峻 王竑頤 

11〜12 歲級 林品憲 

13〜14 歲級 蔡易龍 

女子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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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及以下歲級 陳品岑 陳禹諾 杜沛芸 

9〜10 歲級 陳語萱 侯品楺 李芯嬛 林宣邑 曾姵慈 陳儀馨 

11〜12 歲級 侯侑臻 蔡茜羽 陳諾暄 杜沛諠 陳怡君 

 

編號 D032 

單位 崇明國小（崇明國小） 

領隊 左逢源 

教練 郭國三 

管理 賴建樺 

隊長 男隊長：李孟炫  女隊長：李羿亭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673330  行動電話：0955062316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 698 號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李兆恩 

 

編號 D034 

單位 台南市水中運動蹼泳委員會（南市水蹼） 

領隊 姜忠憲 

教練 蘇建銘、蔡宛秦 

管理 陳淑芬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29133260  行動電話：0929133260  

聯絡地址 732 台南市白河區中正路 755 巷 50 號 

E-Mail oz512061@yahoo.com.tw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陳恩誼 

 

編號 D038 

單位 國立台南海事（台南海事） 

領隊 黃耀寬 

教練 陳灯財 

管理 嚴淑娟 

隊長 男隊長：辜致維  女隊長：黃怡瑄 

報名人數 2 

聯絡電話 06-3910772  行動電話：0923164192  

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路 1號 

E-Mail vivian20000624@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辜致維 

女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黃怡瑄 

 

編號 D040 

單位 台南市立後甲國中（後甲國中） 

領隊 李耀斌 

教練 廖秉泓 

管理 鄭安芬 

隊長 男隊長：薛璥耀  女隊長：陳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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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 11 

聯絡電話 06-2752376  行動電話：09328970900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 260 號 

E-Mail lioao5061@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陳科華 李柏宏 黃敬倫 洪鈞暐 楊俊穎 鄭祐宇 

15〜17 歲級 陳宗杰 黃煒恩 馬華均 

女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陳韋儒 

15〜17 歲級 甘思誼 

 

編號 D054 

單位 德光中學（德光中學） 

領隊 孫碧芳 

教練 涂志強 

管理 陳怡君 

隊長 男隊長：楊開文、柯泓邦 

報名人數 17 

聯絡電話 06-2894560 轉 617  行動電話：0910737268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德光街 106 號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李宗祐 李浩誠 林俊佑 陳品憲 

15〜17 歲級 柯泓邦 楊開文 杜孟澤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龍芃安 鄭詠曦 黃暄文 黃翊甄 

13〜14 歲級 韋宜廷 龍芃如 

15〜17 歲級 郭彥君 林津如 林映廷 盛子庭 

 

編號 D058 

單位 甲中少泳（甲中少泳） 

領隊 蔡宜勳 

教練 廖秉泓 

管理 廖昱丞 

隊長 男隊長：陳彥瑋  女隊長：黃昱熒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6-2752376  行動電話：0932870900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 260 號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黃鉅富 

11〜12 歲級 陳彥瑋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蕭宇婕 

11〜12 歲級 黃昱熒 

 

編號 D069 

單位 臺南市永康代表隊（永康代表隊） 

領隊 李東霖 

教練 王詩禎、郭厚谷 

管理 徐啟勳、李玉千 



13 

 

隊長 男隊長：柯冠維 

報名人數 13 

聯絡電話 06-2057593  行動電話：0952632242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 43號 

E-Mail cclythree@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郭奕辰 

11〜12 歲級 曾柏凱 胡紳宏 林育弘 汪緯侖 姜俊宇 吳聖詠 

15〜17 歲級 柯冠維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邱佳錚 陳宇安 黃蕙萱 蘇芯瑀 

11〜12 歲級 侯姵廷 

 

編號 D070 

單位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臺南市永康國中） 

領隊 童文志 

教練 王詩禎、郭厚谷 

管理 蘇振展 

隊長 男隊長：柯延勳、劉睿森、李宬誼  女隊長：李寀菱 

報名人數 12 

聯絡電話 06-2015247-8024  行動電話：0952632242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 43號 

E-Mail cclythree@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胡淯聖 杜岳洋 邱仲鶴 徐肇揚 

13〜14 歲級 莊哲安 吳聖揚 鄭恩澤 李宬誼 劉睿森 柯延勳 

女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林恩慈 李寀菱 

 

編號 D073 

單位 國立臺南一中（台南一中） 

領隊 張添唐 

教練 陳灯財 

管理 吳百騏 

隊長 男隊長：鐘晨屹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371206#350  行動電話：0921282824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一號 

男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蘇祺翔 

 

編號 D078 

單位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臺南慈中） 

領隊 曾耀松 

教練 李佩宗、李嘉元 

管理 張盈琪 

隊長 男隊長：周晁緯  女隊長：陳玟如 

報名人數 7 

聯絡電話 06-2932323*350  行動電話：091174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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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五街 111 號 

E-Mail jenny521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杜祐臣 陳立軒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程霈云  程雅琪 王語晨 孫晣荇 

13〜14 歲級 洪姿文 

 

編號 D086 

單位 上等少泳 A（上等少泳 A） 

領隊 黃明國 

教練 游仕揚、黃雅屏 

管理 姚韋臣 

隊長 男隊長：李崇璽 

報名人數 10 

聯絡電話 06-2088737  行動電話：098683689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100 號 

E-Mail hahauu@livemail.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蘇淮平 陳書閔 呂孟玹 陳書宸 王瑞祥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林鈺霈 林鈺靚 卓怡馨 陳恩雅 胡羽昕 

 

編號 D087 

單位 上等少泳 B（上等少泳 B） 

領隊 黃明國 

教練 游仕揚、黃雅屏 

管理 那婕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6-2088737  行動電話：098683689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100 號 

E-Mail hahauu@livemail.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郭祐寧 李秉軒 吳睿釗 嚴孫佑 

 

編號 D088 

單位 水野 SPA（水野 SPA） 

領隊 柯慧美 

教練 林義仁,林昆賢 

管理 陳淑芬 

隊長 男隊長：葉瑋澤  女隊長：吳育祈 

報名人數 13 

聯絡電話 06-3308088  行動電話：0919183085  

聯絡地址 711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 71號 

E-Mail aqua.field@msa.hinet.net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羅嘉昊 

9〜10 歲級 吳亮昀 曾士銓 羅楷穎 林宬亦 沈宥憲 

11〜12 歲級 林峻宇 許亦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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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歲級 陳義軒 

15〜17 歲級 葉瑋澤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張佳恩 

13〜14 歲級 葉璟雯 楊書桓 

 

編號 D094 

單位 鯊魚少泳（鯊魚少泳） 

領隊 王美齡 

教練 尤建清、尤祥全、劉仲豪、陳子淳 

管理 梁仲志 

隊長 男隊長：張宇堯  女隊長：江颍榆 

報名人數 25 

聯絡電話 0931909195  行動電話：0931909195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一段 142 巷一弄十號 

E-Mail uncleshark523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林育丞 陳竑睿 蔡承叡 吳佑誠 

9〜10 歲級 陳竑杰 黃豊庭 鄭詠勳 謝育均 李采鴻 

11〜12 歲級 蕭鈞澤 黃貫恆 卓進宸 梁宇誠 黃冠維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李玉山 林子妘 謝穎暶 鄭順娘 

9〜10 歲級 梁立昀 林沛欣 黃湘涵 林栯彤 吳婭慈 

11〜12 歲級 黃亘儀 邱于庭 

 

編號 D095 

單位 鯊魚少泳 A（鯊魚少泳 A） 

領隊 王美齡 

教練 朱柏銘、馬婉柔 

管理 梁仲志 

隊長 男隊長：黃貫恆  女隊長：黃珮嘉 

報名人數 16 

聯絡電話 0931909195  行動電話：0931909195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一段 142 巷一弄十號 

E-Mail uncleshark523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李佳昇 沈秉峰 呂達仁 陳仲杰 張富揚 蕭宇呈 

9〜10 歲級 卓永森 黃晉恆 林昱中 張仲欽 謝翔宇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陳巧雲 葉恩慈 林品慈 王奕芯 劉姿佑 

 

編號 D096 

單位 鯊魚少泳(佳里)（鯊魚少泳(佳里)） 

領隊 王美齡 

教練 郭珊羽、郭芃伶 

管理 梁仲志 

隊長 男隊長：吳昕晟 

報名人數 15 

聯絡電話 0931909195  行動電話：093190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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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一段 142 巷一弄十號 

E-Mail uncleshark5236@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林子懿 黃品嘉 陳羿翔 魏崇晏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侯沅君 金穎宣 王芸臻 林佳萾 黃品馨 

9〜10 歲級 賴怡緁 王芸姍 陳子瑄 林韋彤 周薰宜 郭姵岑 

 

編號 D097 

單位 阿諾少泳隊（阿諾少泳） 

領隊 林微晨 

教練 葉文龍 

報名人數 11 

聯絡電話 0915278485  行動電話：0915278485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國華街 102 巷 80 號 

E-Mail aano0413tw@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曾泓翔 蘇翊誠 黃咨程 吳奕諄 

9〜10 歲級 蔡宗甫 吳孟軒 蘇楷文 曾泓哲 

11〜12 歲級 鍾翰亞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戴侑珩 

11〜12 歲級 戴侑琦 

 

編號 D099 

單位 東區復興國小（東復興小） 

教練 顏順協、顏順良 

管理 傅文獻 

報名人數 30 

聯絡電話 06-3310430  行動電話：0929238526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裕文路 60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林楷翔 洪靖承 楊宸鑫 蘇子智 張秉脩 楊程鈞 李丞皓 林楷恩 
王慕琪 

9〜10 歲級 吳名洋 朱崴 陳致睿 黃柏澄 王宥勝 王禹翔 許嘉升 陳晙溥 
陳沛吾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丁妍雅 楊舒涵 陳禹蓁 孫圓 陳亮蓁 陳瑀杉 

9〜10 歲級 葉聿芊 凌筱茵 吳苡安 林庭伃 陳瑀彤 李穎蓁 

 

編號 D100 

單位 台南市復興國中（復興國中） 

領隊 敬世龍校長 

教練 顏順協 

管理 林英儒 

報名人數 39 

聯絡電話 06-3353165  行動電話：091171971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裕文路 62號 

E-Mail susu.su7125@msa.hinet.net 

男子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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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歲級 劉秉祐 王書亞 蔡旭豐 林名崎 吳吉正 江啟垣 洪梓捷 朱侯 
范景程 

13〜14 歲級 黃崧原 陳宇杰 郭昱樟 唐以理 杜瑋浩 陳品桓 吳岳庭 吳承恩 
施冠宇 郭繼家 楊立誠 蔡晨言 陳康希 

15〜17 歲級 吳廷恩 朱亨易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程予佳 黃秝庭 林以晨 莊子潔 林庭聿 許乃予 

13〜14 歲級 顏家榕 黃鈺儒 陳姵頤 許筠莛 陳沛馨 王芝安 江葦屏 蔡明夏 

15〜17 歲級 王羿婷 

 

編號 D106 

單位 長榮女中游泳池（長女泳池） 

領隊 蔡玉敏 

教練 李東陽 

管理 李東陽 

報名人數 9 

聯絡電話 06-2366384  行動電話：093097995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 137 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吳承諭 王學鈞 

9〜10 歲級 吳閔玄 洪翊宸 李淯民 

11〜12 歲級 林裕麒 林裕麟 洪啟翔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許芷嘉 

 

編號 D120 

單位 金城國中（南市金城） 

領隊 康晉源 

教練 陳志輝 

管理 林巧齡 

隊長 男隊長：林鴻宇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2975816-32  行動電話：0920509997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臺南市金城街 70號 

E-Mail tnlipen@tn.edu.tw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林鴻宇 

 

編號 D121 

單位 朝鵬少泳（朝鵬少泳） 

領隊 許秀榕 

教練 陳朝鵬、陳映瑋 

管理 黃曉君、李玉芬 

隊長 男隊長：林昱廷 

報名人數 12 

聯絡電話 062330355  行動電話：0982126092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龍國街 131 巷 11 弄 13 號 

E-Mail r2330355@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林昱佑 陳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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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歲級 楊程傑 

11〜12 歲級 蘇川喆 謝宗佑 林秉賢 林彥宇 林昱廷 雍苡澤 張晟維 

13〜14 歲級 陳楷杰 

15〜17 歲級 侯鈞耀 

 

編號 D142 

單位 豬豬（豬） 

報名人數 2 

聯絡電話 06-2028639  行動電話：0911267115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永勝街 308 巷 2弄 13 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朱恩潁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朱芮儀 

 

編號 D168 

單位 嘉樂水少泳（嘉樂水少泳） 

領隊 陳銘嘉 

教練 凃志強 

管理 陳立心 

報名人數 11 

聯絡電話 06-2687189  行動電話：0988-827-939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189 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周立勛 吳肇衡 黃胤中 柯冠愷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黃湘紜 鄭又嘉 李柏涵 葉茲云 鄭榆靜 鄭宇馨 江恩欣 

 

編號 D170 

單位 臺南大蘋果泳隊（臺南大蘋果） 

領隊 陳復國 

教練 陳志輝 

管理 趙偉寰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55345111  行動電話：0955345111  

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段 216 號 

E-Mail garbenzo@gmail.com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趙苡彤 

 

編號 D172 

單位 aaaa（yyyy） 

領隊 宛珍 

教練 陳教練 

管理 宛珍 

隊長 男隊長：宛珍  女隊長：宛珍 

報名人數 3 

聯絡電話 0937662488  行動電話：0937662488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1巷 24 號 4樓 



19 

 

E-Mail chenandy8888@yanoo.com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杜立凱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陳佾秀 

9〜10 歲級 陳佾琦 

 

編號 D173 

單位 台南市大灣國小（永康區大灣國小） 

領隊 朱國聖 

教練 陳朝鵬 

管理 李國賓 

隊長 男隊長：雍苡脩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77208580  行動電話：0977208580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文賢街 108 巷 10 號 

E-Mail tsung6228@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雍苡脩 

 

編號 D174 

單位 小學生（小學生） 

領隊 黃馨賢 

隊長 男隊長：陳品承  女隊長：陳蓁萱 

報名人數 2 

聯絡電話 062203459  行動電話：0912986997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普濟街 56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陳品承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陳蓁萱 

 

編號 D176 

單位 飛魚少泳（飛魚） 

領隊 㛓許瓏  

教練 謝慶輝、林慧羚 

管理 㛓許瓏  

報名人數 12 

聯絡電話 0982609425  行動電話：0982609425  

聯絡地址 709 台南市安南區怡安路二段 543 號 

E-Mail longceisky@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黄涎瑋 陳宥翰 吳錦華 

9〜10 歲級 郭宣岳 張楙南 吳駿憲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李芊萫 郭允芃 張詠絜 

9〜10 歲級 王碩安 

11〜12 歲級 王碩恩 謝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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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D177 

單位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民德國中） 

領隊 蔡美燕 

管理 吳佑聰 

隊長   女隊長：吳坣昕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2223014  行動電話：0928794829  

聯絡地址 704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223 號 

E-Mail tn891029@tn.edu.tw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吳坣昕 

 

編號 D180 

單位 南科實中（南科實中）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5052916  行動電話：0912860087  

聯絡地址 744 台南市新市區大順六路 12巷 6號 

E-Mail physical@ms.nnkieh.tnc.edu.tw 

男子組名單 

13〜14 歲級 陳冠佑 

 

編號 D181 

單位 國立新豐高中（國立新豐高中） 

教練 C0049 

報名人數 2 

聯絡電話 06-3353165  行動電話：091171971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裕農一街 170 巷 5號 

E-Mail susu.su7125@msa.hinet.net 

女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張妙菱 吳南瑾 

 

編號 D182 

單位 國立台南大學 A（台南大學 A） 

教練 顏順協 

隊長 男隊長：吳孟軒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3353165  行動電話：0911719711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裕農一街 170 巷 5號 

E-Mail susu.su7125@msa.hinet.net 

男子組名單 

18 及以上歲級 吳孟軒 

 

編號 D183 

單位 成功國小（成功國小） 

領隊 李淑美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27276020  行動電話：0927276020  

聯絡地址 704 台南市北區南園街 53號 

E-Mail srice41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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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鄭奇閎 

 

編號 D186 

單位 *****（*****）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39393304  行動電話：0939393304  

聯絡地址 700 台南市中西區西華南街 35號 8樓之 5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梁荺滋 

 

編號 D188 

單位 無限泳訓（無限泳訓） 

領隊 何兆基 

教練 何兆基 

管理 何兆基 

報名人數 17 

聯絡電話 06-2605207  行動電話：0978179920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 2段 135 號 

E-Mail ia0978179920@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魏宸毅 蔣承雋 江宇翔 鍾君亮 

9〜10 歲級 黃謙 許宥翔 蔣秉成 林紹棋 董詠銘 

11〜12 歲級 張睿恩 

女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董詠妍 鄭意璇 簡妤庭 邱品錚 董詠婕 張睿珉 

11〜12 歲級 楊依璇 

 

編號 D189 

單位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曾文農工） 

教練 余庭煒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37020187  行動電話：0937020187  

聯絡地址 721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號 

男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邵梓翔 

 

編號 D190 

單位 關廟國小（關廟國小） 

領隊 吳博明 

管理 吳國平 

隊長 男隊長：楊鳴志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5952209  行動電話：0910825279  

聯絡地址 718 台南市關廟區文衡路 121 號 

E-Mail kopy1106@tn.edu.tw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楊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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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D191 

單位 關廟國中（GMJH） 

領隊 鍾國璽 

教練 陳明君 

管理 洪雅琤 

隊長   女隊長：楊蓮芸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5951181#203  行動電話：0972012932  

聯絡地址 718 台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二段 172 號 

E-Mail ricky75914@tn.edu.tw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楊蓮芸 

 

編號 D193 

單位 台南 YMCA 公園游泳 B隊（台南 Y公園游泳 B隊） 

領隊 朱政雄 

教練 李佩宗 

管理 黃于庭 

隊長 男隊長：張恩碩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6-2824000  行動電話：0935055191  

聯絡地址 704 台南市北區育德三街 122 號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林鈺軒 張暐溙 陳和奕 張恩碩 

 

編號 D194 

單位 水都游泳教室（水都游泳教室）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6-2156688  行動電話：0987808446  

聯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269 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張宸嘉 

11〜12 歲級 洪志鵬 馬至澔 陳達遠 

 

編號 D195 

單位 安平國民中學（安平） 

領隊 陳進明 

教練 柯忠義 

管理 黃俊程 

隊長   女隊長：海蒂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33399630  行動電話：0933399630  

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687 號 

E-Mail kochungi6005@tn.edu.tw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海蒂 

 

編號 D196 

單位 酷酷刁家族（酷酷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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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749432  行動電話：0939037736  

聯絡地址 701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 179 號 4樓 

E-Mail duckling0629@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楊劭康 

 

編號 D198 

單位 高師大（高師大） 

教練 余庭煒 

隊長   女隊長：張鈺專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35493118  行動電話：0958387272  

聯絡地址 744 台南市新市區大社里 315-2 號 

E-Mail sharon224416632@yahoo.com.tw 

女子組名單 

18 及以上歲級 張鈺專 

 

編號 D199 

單位 海佃國中（hdjh） 

領隊 吳振壬 

教練 蔡和澤 

管理 莊武勳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3507486  行動電話：0989221120  

聯絡地址 709 台南市安南區安富街 166 號 

E-Mail tnd5114@tn.edu.tw 

男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陳柏嘉 

 

編號 D200 

單位 東山國中 （東山國中） 

報名人數 2 

聯絡電話 06-6802175#22  行動電話：0987612932  

聯絡地址 733 台南市東山區青葉路一段 132 號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王凱民 王淯民  

 

編號 D201 

單位 大邁印刷（大邁）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6-2510391  行動電話：0925886772  

聯絡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央路 23巷 13 號 

女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黃俐瑄 

 

編號 D202 

單位 蔡喬宇（蔡喬宇） 

報名人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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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0920678628  行動電話：0920678628  

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902 號 2樓之 2 

E-Mail tsai61@mail.tainan.gov.tw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蔡喬宇 

 

編號 D203 

單位 小學生 3（小學生 3）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978032381  行動電話：0978032381  

聯絡地址 708 台南市安平區怡平路 140 巷 17 弄 3號 

男子組名單 

8及以下歲級 崔定捷 

 

編號 E010 

單位 高醫系泳（高醫系泳） 

領隊 吳尚儒 

教練 吳尚儒 

管理 吳尚儒 

隊長 男隊長：吳尚儒  女隊長：劉曉倩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972351836  行動電話：0972351836  

聯絡地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 1路 100 號高雄醫學醫學大學 

E-Mail wu10101@gmail.com 

男子組名單 

18 及以上歲級 張昀翔 羅嵩淵 羅冠鵬 吳尚儒 

 

編號 E011 

單位 高雄市水上運動發展協會（高市水上協會） 

領隊 黃正淵 

教練 梁豐君、江奕錕、陳柏瑜 

管理 黃志明、葉俊廷 

隊長 男隊長：葉鈞財  女隊長：陳英席 

報名人數 21 

聯絡電話 07-7552511  行動電話：0919-181277  

聯絡地址 830 高雄市鳳山區河堤街 86號 

E-Mail swim3817@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刁宥鈞 龔翊愷 

11〜12 歲級 盧紳豐 

13〜14 歲級 許光祐 陳德恩 陳亮達 田益彰 張庭睿 

15〜17 歲級 曾顯揚 陳亮融 許凱軍 洪銘皇 葉鈞財 

18 及以上歲級 逄澤宇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刁子芸 

11〜12 歲級 張耘瑄 

15〜17 歲級 趙家玉 黃綉晴 陳恩惠 陳姿瑜 陳英席 

 

編號 E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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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高大金魚隊（高大金魚） 

教練 林季嬋 

報名人數 4 

聯絡電話 07-591-9571  行動電話：0915708007  

聯絡地址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E-Mail c9658@nuk.edu.tw 

男子組名單 

18 及以上歲級 劉柏翔 陳俊澄 黃尉庭 孫韡 

 

編號 E013 

單位 高雄中學（高雄中學） 

領隊 謝文斌 

教練 林少夫 

隊長 男隊長：田益明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7-7552511  行動電話：0919181277  

聯絡地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號 

男子組名單 

15〜17 歲級 田益明 

 

編號 N001 

單位 小學生 2（小學生 2） 

隊長 男隊長：葉書亞 

報名人數 1 

聯絡電話 04-7237483  行動電話：0978032381  

聯絡地址 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ㄧ段 150 號 

男子組名單 

11〜12 歲級 葉書亞 

 

編號 X001 

單位 澎湖縣東衛國小（東衛國小） 

領隊 陳神勇 

教練 呂若望 

管理 林明軫 

隊長   女隊長：蔡宜臻 

報名人數 9 

聯絡電話 069213238  行動電話：0911749693  

聯絡地址 880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 169 號 

E-Mail jasylin630724@yahoo.com.tw 

男子組名單 

9〜10 歲級 丁建豪 陳冠宇 

女子組名單 

9〜10 歲級 呂瑞佳 高沛歆 呂純靚 

11〜12 歲級 袁希婷 許庭瑀 呂詠倢 蔡宜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