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 (S/M1X)〕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人雙槳 (S/M1X)〕 長榮大學

〔單人雙槳 (S/M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

〔單人雙槳 (S/M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B

〔單人雙槳 (S/M1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單人雙槳 (S/M1X)〕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組別 單位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單位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長榮大學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B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組別 單位

輕量級雙人雙槳(S/LM2X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輕量級雙人雙槳(S/LM2X 長榮大學

輕量級雙人雙槳(S/LM2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

組別 單位

雙人單槳 (S/M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雙人單槳 (S/M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

雙人單槳 (S/M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B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S/M2X)〕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雙人雙槳 (S/M2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

雙人雙槳 (S/M2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B

雙人雙槳 (S/M2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雙人雙槳 (S/M2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公開男子組雙人雙槳 (S/M2X)〕 -- 4隊

110年全國划船錦標賽分項參賽名單

公開男子組輕量級雙人雙槳(S/LM2X 3隊

公開男子組輕量級單人雙槳(S/LM1X-- 7人

公開男子組〔單人雙槳 (S/M1X)〕 -- 6人

公開男子組雙人單槳 (S/M2-)〕 -- 3隊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 (S/W1X) 中國文化大學

單人雙槳 (S/W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單人雙槳 (S/W1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組別 單位

輕量級單人雙槳(S/LW1X)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輕量級單人雙槳(S/LW1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輕量級單人雙槳(S/LW1X)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組別 單位

輕量級雙人雙槳(S/LW2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S/W2X)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開女子組〔單人雙槳 (S/W1X)〕 -- 3人

公開女子組〔輕量級單人雙槳(S/LW1X)〕 -- 3人

公開女子組〔雙人雙槳 (S/W2X)〕 -- 1隊(隊數不足)

公開女子組〔輕量級雙人雙槳(S/LW2X)〕 -- 1隊(隊數不足)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 (J/M1X)〕 台北市內湖高工

單人雙槳 (J/M1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單人雙槳 (J/M1X)〕 莊敬工家

單人雙槳 (J/M1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單人雙槳 (J/M1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單人雙槳 (J/M1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單人雙槳 (J/M1X)〕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A

單人雙槳 (J/M1X)〕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A

單人雙槳 (J/M1X)〕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B

單人雙槳 (J/M1X)〕 龍潭高中 A

單人雙槳 (J/M1X)〕 龍潭高中 B

組別 單位

〔雙人單槳 (J/M2-)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雙人單槳 (J/M2-)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雙人單槳 (J/M2-)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B

〔雙人單槳 (J/M2-)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雙人單槳 (J/M2-)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A

〔雙人單槳 (J/M2-) 龍潭高中 A

〔雙人單槳 (J/M2-) 羅東高中

110年全國划船錦標賽分項參賽名單

高中男子組單人雙槳 (J/M1X)〕 -- 11人

高中男子組〔雙人單槳 (J/M2-)〕 -- 7隊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J/M2X)〕 台北市內湖高工

〔雙人雙槳 (J/M2X)〕 台北市內湖高工 B

〔雙人雙槳 (J/M2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雙人雙槳 (J/M2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B

〔雙人雙槳 (J/M2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A

〔雙人雙槳 (J/M2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B

〔雙人雙槳 (J/M2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B

〔雙人雙槳 (J/M2X)〕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A

〔雙人雙槳 (J/M2X)〕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B

〔雙人雙槳 (J/M2X)〕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A

〔雙人雙槳 (J/M2X)〕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B

〔雙人雙槳 (J/M2X)〕 龍潭高中 A

〔雙人雙槳 (J/M2X)〕 龍潭高中 B

〔雙人雙槳 (J/M2X)〕 羅東高中

組別 單位

〔四人雙槳 (J/M4X)〕 台北市內湖高工

〔四人雙槳 (J/M4X)〕 台北市內湖高工 B

〔四人雙槳 (J/M4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四人雙槳 (J/M4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B

〔四人雙槳 (J/M4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A

〔四人雙槳 (J/M4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B

〔四人雙槳 (J/M4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四人雙槳 (J/M4X)〕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A

〔四人雙槳 (J/M4X)〕 龍潭高中 A

〔四人雙槳 (J/M4X)〕 龍潭高中 B

〔四人雙槳 (J/M4X)〕 羅東高中

高中男子組〔雙人雙槳 (J/M2X)〕 -- 14隊

高中男子組〔四人雙槳 (J/M4X)〕 -- 11隊



組別 單位

四人單槳 (J/M4-) 台北市內湖高工

四人單槳 (J/M4-)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四人單槳 (J/M4-)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四人單槳 (J/M4-)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B

四人單槳 (J/M4-)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A

四人單槳 (J/M4-)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B

四人單槳 (J/M4-) 龍潭高中 A

四人單槳 (J/M4-) 羅東高中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J/W1X)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單人雙槳(J/W1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A

單人雙槳(J/W1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B

單人雙槳(J/W1X) 莊敬工家 

單人雙槳(J/W1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單人雙槳(J/W1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單人雙槳(J/W1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B

單人雙槳(J/W1X) 龍潭高中 A

單人雙槳(J/W1X) 龍潭高中 B

單人雙槳(J/W1X) 羅東高中 A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J/W2X)〕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雙人雙槳 (J/W2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雙人雙槳 (J/W2X)〕 莊敬工家 

〔雙人雙槳 (J/W2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雙人雙槳 (J/W2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雙人雙槳 (J/W2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B

高中男子組〔四人單槳 (J/M4-)〕 -- 8隊

高中女子組〔單人雙槳(J/W1X)〕 -- 10人

高中女子組〔雙人雙槳 (J/W2X)〕 -- 6隊



組別 單位

雙人單槳 (J/W2-)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雙人單槳 (J/W2-) 羅東高中 B

組別 單位

四人雙槳 (J/W4X)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四人雙槳 (J/W4X)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四人雙槳 (J/W4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四人雙槳 (J/W4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B

四人雙槳 (J/W4X) 羅東高中 A

組別 單位

四人單槳 (J/W4-)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四人單槳 (J/W4-) 羅東高中 A

四人單槳 (J/W4-) 羅東高中 B

高中女子組〔四人單槳 (J/W4-)〕 -- 3隊

高中女子組雙人單槳 (J/W2-)〕 -- 2隊-不足隊伍數

高中女子組〔四人雙槳 (J/W4X)〕 -- 5隊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 (YJ/M1X) 五結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五結國中 B

單人雙槳 (YJ/M1X) 水里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水里國中 B

單人雙槳 (YJ/M1X) 利澤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單人雙槳 (YJ/M1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B

單人雙槳 (YJ/M1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B

單人雙槳 (YJ/M1X)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C

單人雙槳 (YJ/M1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單人雙槳 (YJ/M1X)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單人雙槳 (YJ/M1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單人雙槳 (YJ/M1X) 新北市鷺江國中 B

單人雙槳 (YJ/M1X)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組別 單位

雙人單槳 (YJ/M2-) 大灣高中（國中）

雙人單槳 (YJ/M2-) 五結國中 A

雙人單槳 (YJ/M2-) 利澤國中 A

雙人單槳 (YJ/M2-) 利澤國中 B

雙人單槳 (YJ/M2-)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110年全國划船錦標賽分項參賽名單

國中男子組〔單人雙槳 (YJ/M1X)〕 -- 16人

國中男子組〔雙人單槳 (YJ/M2-)〕 -- 5隊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YJ/M2X)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A

雙人雙槳 (YJ/M2X) 大灣高中（國中） 

雙人雙槳 (YJ/M2X) 大灣高中（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五結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水里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水里國中 B

雙人雙槳 (YJ/M2X) 水里國中 C

雙人雙槳 (YJ/M2X) 利澤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利澤國中 B

雙人雙槳 (YJ/M2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雙人雙槳 (YJ/M2X) 東峰國中 

雙人雙槳 (YJ/M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B

雙人雙槳 (YJ/M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C

雙人雙槳 (YJ/M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D

雙人雙槳 (YJ/M2X)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雙人雙槳 (YJ/M2X)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雙人雙槳 (YJ/M2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雙人雙槳 (YJ/M2X) 新北市鷺江國中 B

雙人雙槳 (YJ/M2X)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組別 單位

四人單槳 (YJ/M4-) 大灣高中（國中）

四人單槳 (YJ/M4-) 五結國中 A

四人單槳 (YJ/M4-) 利澤國中 A

四人單槳 (YJ/M4-)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四人單槳 (YJ/M4-) 新北市鷺江國中 B

國中男子組〔雙人雙槳 (YJ/M2X)〕 -- 21隊

國中男子組〔四人單槳 (YJ/M4-)〕 -- 5隊



組別 單位

四人雙槳 (YJ/M4X) 五結國中 A

四人雙槳 (YJ/M4X) 水里國中 A

四人雙槳 (YJ/M4X) 水里國中 B

四人雙槳 (YJ/M4X) 利澤國中 A

四人雙槳 (YJ/M4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四人雙槳 (YJ/M4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四人雙槳 (YJ/M4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B

四人雙槳 (YJ/M4X)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四人雙槳 (YJ/M4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組別 單位

單人雙槳 (YJ/W1X) 五結國中 A

單人雙槳 (YJ/W1X) 五結國中 B

單人雙槳 (YJ/W1X) 五結國中 C

單人雙槳 (YJ/W1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單人雙槳 (YJ/W1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單人雙槳 (YJ/W1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單人雙槳 (YJ/W1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單人雙槳 (YJ/W1X) 新北市鷺江國中 B

單人雙槳 (YJ/W1X)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組別 單位

雙人單槳 (YJ/W2-)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國中男子組〔四人雙槳 (YJ/M4X)〕 -- 9隊

國中女子組〔單人雙槳 (YJ/W1X)〕 -- 9人

國中女子組〔雙人單槳 (YJ/W2-)〕 -- 1隊



組別 單位

雙人雙槳 (YJ/W2X)〕 五結國中 A

雙人雙槳 (YJ/W2X)〕 水里國中

雙人雙槳 (YJ/W2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雙人雙槳 (YJ/W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雙人雙槳 (YJ/W2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B

雙人雙槳 (YJ/W2X)〕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雙人雙槳 (YJ/W2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雙人雙槳 (YJ/W2X)〕 新北市鷺江國中 B

雙人雙槳 (YJ/W2X)〕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組別 單位

四人雙槳  (YJ/W4X) 五結國中 A

四人雙槳  (YJ/W4X) 水里國中

四人雙槳  (YJ/W4X)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四人雙槳  (YJ/W4X)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A

四人雙槳  (YJ/W4X) 新北市鷺江國中 A

組別 單位

〔四人單槳  (YJ/W4-)〕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A

中女子組〔四人單槳  (YJ/W4-)〕 -- 1隊

國中女子組〔雙人雙槳 (YJ/W2X)〕 -- 9隊

國中女子組〔四人雙槳  (YJ/W4X)〕 -- 5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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