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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 

一、宗   旨：提倡校內游泳風氣、鍛練強健體魄、聯絡班系際情感及提昇游泳

技術。 

 

二、主辦單位：清大游泳隊 

 

三、比賽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7：45 

       （17:00 游泳池開放練習，17:30 分開始檢錄） 

 

四、比賽地點：本校游泳池 

 

五、對  象：清華大學各系 17 級大一新生，各系轉學新生與研究所新生 

   各系轉學新生與研究所新生限報個人項目，成績另計且不列入游泳積分； 

成績若達該項前三名標準則獎金另發。(即大一新生為一項，而轉學新生和研究

新生另併為一項) 

 

六、比賽項目：每項比賽以系為報名單位，接力一系至多報兩隊。 

  (一)個人項目：（每人至多可報三項，接力不在此限） 

男女個人項：50、100 公尺自由式，50、100 公尺蛙式，50、100 公尺仰式，50、

100 公尺蝶式。 

  (二)團體項目：以系為報名單位，同一系至多報名兩隊。 

大隊接力：每隊 8 人，2 名候補（不限男女，不限泳姿），每人游 50 公尺。 

 

七、比賽規則: 

             一、出發:在發令員喊(TAKE YOUR MARK),選手必須進入靜止姿勢 

             二、由於游泳池水深未達一百三十五米深,為確保選手安全, 

                 一律採取岸邊跳水出發或水中出發 

             三、蝶式、蛙式必須雙手觸牆 

 

八、報 名 費 : 每人每項 50 元，接力每隊 250 元。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十月十一日（星期五）止 

 

十、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寄到：goo.gl/uUf6kj               

              再將報名費於 10/13(1730-1930)至游泳池繳交才視同報名成功。 

 



 

十一、獎  勵： 

    順利完成比賽者，可得到由珈名鮮茶贊助折價卷乙張作完賽獎品。 

    1.各項項目比賽取前六名頒發獎狀。 

    2.各項項目比賽取前三名頒發獎金以資鼓勵。 

        個人項目獎金：第一名：300 元，第二名：200 元，第三名：100 元 

        (若單項報名人數不達四人則只發第一名獎金 200 元) 

        團體項目獎金：第一名：1000 元，第二名：800 元，第三名：500 元 

 

十二、聯絡方式：清大游泳隊 孫弘 0970564130  seanxwang@hotmail.com.hk  

蘇端雅 0937033400 sueya12369@yahoo.com.tw 

 

十三、賽程表: 

 

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 

下午 17:00 開放熱身 

下午 17：30 分檢錄，17:45 開始比賽 

1．女生５０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2．男生５０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3．女生５０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4．男生５０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5．女生５０公尺蝶式計時決賽 

6．男生５０公尺蝶式計時決賽 

7. 男生１００公尺仰式計時決賽 

8．女生１００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9．男生１００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10．女生１００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11．男生１００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12．女生５０公尺仰式計時決賽 

13．男生５０公尺仰式計時決賽 

14. 男生１００公尺蝶式計時決賽 

15．大隊接力（50 公尺×8）計時決賽 

 

 

 



� 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10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大隊接力第二名大隊接力第二名大隊接力第二名大隊接力第二名 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 



 

講解規則講解規則講解規則講解規則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5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女子女子女子女子 5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 比賽成績比賽成績比賽成績比賽成績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姓名 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    楊智竣楊智竣楊智竣楊智竣    壯丹照壯丹照壯丹照壯丹照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奈微所奈微所奈微所奈微所    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    5050505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成績 24.9824.9824.9824.98    26.9226.9226.9226.92    31'031'031'031'0    

姓名 吳柏勳吳柏勳吳柏勳吳柏勳    周杰信周杰信周杰信周杰信    黃施豪黃施豪黃施豪黃施豪    

系級 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    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    工院工院工院工院    5050505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成績 37'037'037'037'0    38.438.438.438.4    39.539.539.539.5    

姓名 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    阮宜勁阮宜勁阮宜勁阮宜勁    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    

系級 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    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    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    50505050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成績 40.2740.2740.2740.27    43.843.843.843.8    44.944.944.944.9    

姓名 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    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    楊智竣楊智竣楊智竣楊智竣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    奈微所奈微所奈微所奈微所    5050505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成績 27.327.327.327.3    29.5929.5929.5929.59    30.530.530.530.5    

姓名 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    阮宜勁阮宜勁阮宜勁阮宜勁    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    

系級 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    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    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    10010010010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成績 1:07'001:07'001:07'001:07'00    01:09.401:09.401:09.401:09.4    01:17.901:17.901:17.901:17.9    

姓名 吳柏勳吳柏勳吳柏勳吳柏勳    洪梓育洪梓育洪梓育洪梓育    陳育廷陳育廷陳育廷陳育廷    

系級 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    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10010010010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成績 01:24.501:24.501:24.501:24.5    01:36.001:36.001:36.001:36.0    01:40.701:40.701:40.701:40.7    

姓名 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劉天祐    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    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王勝韋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    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數學系    100100100100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成績 01:11.101:11.101:11.101:11.1    01:11.301:11.301:11.301:11.3    01:39.601:39.601:39.601:39.6    

姓名 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王宏鍇    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潘信瑋    朱家甫朱家甫朱家甫朱家甫    

系級 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工工博    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    化工所化工所化工所化工所    10010010010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成績 1:07'001:07'001:07'001:07'00    01:15.101:15.101:15.101:15.1    01:55.101:55.101:55.101:55.1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姓名 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    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    翁上雯翁上雯翁上雯翁上雯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電機所電機所電機所電機所    5050505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成績 33.1433.1433.1433.14    34'034'034'034'0    35.4735.4735.4735.47    

姓名 陳芝崴陳芝崴陳芝崴陳芝崴    趙羿雯趙羿雯趙羿雯趙羿雯    魏邑容魏邑容魏邑容魏邑容    

系級 生醫聯生醫聯生醫聯生醫聯        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5050505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成績 53.953.953.953.9    55.5755.5755.5755.57    56.0356.0356.0356.03    

姓名 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    陳易萱陳易萱陳易萱陳易萱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電機所電機所電機所電機所            50505050 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公尺仰式    

成績 44.8344.8344.8344.83    49.549.549.549.5            

姓名 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邱琬云    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    陳霽瑋陳霽瑋陳霽瑋陳霽瑋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化工所化工所化工所化工所    50505050 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公尺蝶式    

成績 36.2836.2836.2836.28    36.2836.2836.2836.28    46.346.346.346.3    

姓名 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黃思瑜    李孟蓉李孟蓉李孟蓉李孟蓉    林純宇林純宇林純宇林純宇    

系級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系神所系神所系神所系神所    醫環系醫環系醫環系醫環系    100100100100 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公尺自由式    

成績 1:21'391:21'391:21'391:21'39    1:34'91:34'91:34'91:34'9    2:02'72:02'72:02'72:02'7    

姓名 陳芝崴陳芝崴陳芝崴陳芝崴    董育儒董育儒董育儒董育儒    張育綺張育綺張育綺張育綺    

系級 生醫聯生醫聯生醫聯生醫聯    科管院科管院科管院科管院    科管院科管院科管院科管院    100100100100 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公尺蛙式    

成績 2:01'02:01'02:01'02:01'0    2:10'442:10'442:10'442:10'44    2:16'82:16'82:16'82:16'8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系級 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不分系    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資工系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成績 5:28'885:28'885:28'885:28'88    5:32'25:32'25:32'25:32'2    6:38'76:38'76:38'76: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