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暨南大學Ａ 桃園市Ａ 暨南大學Ｂ 臺北商大Ｂ 文化大學Ａ 臺北商大Ａ 文化大學Ｃ

SM1X       9人取7名 吳宗泓 卓彥成 李睿哲 蔡翔宇 陳柏仲 王騰達 盧力榕

雙人雙槳 暨南大學Ａ 內湖高工 文化大學Ａ

SM2X 吳宗泓 許文川 陳柏仲

5隊取3名 王浩宇 張育綸 彭名愷

雙人單槳 暨南大學Ｂ

SM2－ 鍾瑋庭 ＊

3隊取1名 黃宇良

輕量單人雙槳 暨南大學Ａ 內湖高工 文化大學Ａ 新生醫護 臺北商大 桃園市 暨南大學Ｂ

SLM1X     9人取7名 楊家豪 羅文全 彭名愷 魏楷倫 蔡翔宇 黃楷軒 蕭祿運

輕量雙人雙槳 暨南大學Ａ

SLM2X 楊家豪 ＊

2隊取1名 王浩宇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公開男子組成績一覽表

＊

＊

＊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國訓隊 文化大學 臺北商大 暨南大學Ａ 暨南大學Ｂ

SW1X    7人取5名 黃義婷 溫鏡央 吳惠晶 王明孍 徐姿雅

雙人雙槳 國訓隊

SW2X 謝怡晴 ＊

3隊取1名 李冠儀

雙人單槳 北市划委Ａ

SW2－ 黃采媗 ＊

2隊取1名 林佳蓉

輕量單人雙槳 暨南大學Ａ 臺北商大 暨南大學Ｂ

SLW1X         5人取3名 徐銨檍 吳惠晶 徐姿雅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

公開女子組成績一覽表

＊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大里高中 土城高中Ａ 內湖高工 土城高中Ｂ 莊敬工家 新生醫護Ａ 龍潭高中 水里商工Ａ

JM1X             15人取8名
林子宸 陳鎮琨 侯天勤 呂翊瑒 林暐哲 魏楷倫 劉玟廷 鄭輝煌

雙人雙槳 土城高中Ａ 土城高中Ｂ 龍潭高中Ａ 三民高中 大里高中 羅東高中 內湖高工 三重高中

JM2X 黃翌綸 龔亮丞 謝東皓 潘煜文 李侑駿 陳世豪 王顗端 盧廷睿

11隊取8名 陳鎮琨 呂翊瑒 馬兆新 林裕宸 黃彥融 吳全宏 魏廷翰 黃柏崴

雙人單槳 龍潭高中 水里商工Ａ 育成高中 三民高中

JM2－ 許嘉麟 劉亮坤 唐佑誠 高毓宏 ＊

6隊取4名 廖翔宇 白子韋 陳逸晟 施祐淇

四人雙槳 大里高中 龍潭高中Ａ 三民高中 水里商工Ａ 羅東高中 龍潭高中Ｂ

JM4X 李侑駿 謝東皓 潘煜文 鍾旻軒 劉宇翰 黃昱豪

8隊取6名 黃彥融 邱柏羣 林裕宸 鄭輝煌 陳世豪 張凱鈞 ＊

謝宗霖 卓寰宇 蔡秉華 王明捷 盧胤融 劉玟廷

林子宸 馬兆新 吳翊禾 白子韋 吳全宏 曾日宏

四人單槳 龍潭高中 水里商工Ａ 三重高中 內湖高工

JM4- 許嘉麟 鍾旻軒 簡士軒 李柏羲

6隊取4名 卓寰宇 陳建霖 侯奕丞 蔡銘杰 ＊

邱柏羣 王明捷 范哲綸 陳喻安

廖翔宇 楊仕維 丁政賢 李日耀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成績一覽表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育成高中 三民高中 龍潭高中Ａ 莊敬工家 水里商工 三重高中

JW1X        8人取6名 賴禹如 喻沛棻 徐意軒 江維婷 楊雅仙 鐘以君

雙人雙槳 羅東高中 三重高中

JW2X 黃欣儀 羅予彤 ＊

4隊取2名 黃若瑀 林芳瑀

雙人單槳 育成高中 水里商工 羅東高中

JW2－ 朱歆沛 莊庭蓁 王純郁 ＊

5隊取3名 張瑋軒 莊詠淳 陳芷瑩

四人雙槳 羅東高中

JW4X 王純郁

3隊取1名 黃若瑀 ＊

黃欣儀

羅　萱

四人單槳 羅東高中

JW4－ 黃若瑀

3隊取1名 羅　萱 ＊

王純郁

陳芷瑩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成績一覽表

＊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武漢國中Ａ 石門國中Ｃ 石門國中Ａ 冬山國中Ｂ 安平國中 冬山國中Ａ 鷺江國中Ａ 五股國中

YJM1X        17人取8名 陳兆文 林鈺翔 張易峰 楊柏芫 鄭睿翔 鄭逸瑄 李秉宸 王惟晨

雙人雙槳 冬山國中Ａ 石門國中Ａ 安平國中 水里國中Ａ 鷺江國中Ａ 鷺江國中Ｂ 冬山國中Ｂ 武漢國中Ａ

YJM2X 王辰曜 張易峰 周益瀚 許弘澤 莊翔榮 林鴻杰 馮子恩 陳兆文

20隊取8名 鄭逸瑄 張雯翔 林秉玄 謝受洋 張柏彥 黃昱凱 楊柏芫 高宏至

雙人單槳 安平國中 利澤國中 石門國中Ｃ 缺

YJM2－ 周益瀚 陳柏凱 吳柏昇

6隊取4名 林秉玄 林聿鈞 林椲城

四人雙槳 冬山國中Ａ 五結國中 鷺江國中Ａ 水里國中Ａ 石門國中Ａ 三民高中 利澤國中 五股國中

YJM4X 林楷翔 何勝杰 李秉宸 曾唯銨 張易峰 林煒峻 林弈中 呂偉翔

15隊取8名 王辰曜 陳昱哲 王量弘 許弘澤 張雯翔 洪意勳 張子軒 蘇煥智

潘鈞翰 林冠宇 莊翔榮 謝受洋 陳　恩 賴俊澄 林秉宸 陳柏諺

潘佑勳 陳宏彥 張柏彥 張育愷 羅楷程 沈祐安 李祐緯 王惟晨

四人單槳 五結國中 冬山國中Ａ 水里國中Ａ 利澤國中 五股國中

YJM4－ 何勝杰 林楷翔 曾唯銨 陳柏凱 呂偉翔

7隊取5名 陳昱哲 魏翊展 張育愷 林秉宸 蘇煥智 ＊

林冠宇 李銘軒 金誠祐 李祐緯 陳柏諺

陳宏彥 潘鈞翰 詹承翰 林聿鈞 羅原鍏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成績一覽表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單人雙槳 水里國中 利澤國中 冬山國中 五結國中 大灣高中 鷺江國中 北安國中Ａ 五股國中

YJW1X     11人取8名 王明媗 周品靚 曾琬倩 陳佳均 張园涵 余敏瑄 陳采楨 王奕萱

雙人雙槳 水里國中 五結國中 冬山國中Ａ 大灣高中 鷺江國中Ａ

YJW2X 王明媗 廖芸蔓 曾琬倩 洪晨玲 陳沛歆 ＊

7隊取5名 黃苡甄 林暄芸 王維醇 張园涵 賴芊霏

雙人單槳 冬山國中Ａ

YJW2－ 周苡蓁 ＊

2隊取1名 邱沛芯

四人雙槳 五結國中 冬山國中Ａ 水里國中

YJW4X 廖芸蔓 周苡蓁 游芳容

5隊取3名 林暄芸 王維醇 王明媗 ＊

陳芮靚 黃馨瑩 黃苡甄

陳郁婷 邱沛芯 葛幸沂

四人單槳 冬山國中Ａ

YJW4- 周苡蓁

3隊取1名 王維醇 ＊

黃馨瑩

邱沛芯

註:獎項決定標準為2隊（人）數或3隊（人）數取1名；4隊（人）數取2名；5隊（人）數取3名；6隊（

人）數取4名；7隊（人）數取5名；8隊（人）數取6名；9隊（人）數取7名；10隊（人）數以上取8名。

111年全國划船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成績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