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編 團隊名稱 參賽者/游泳姓名 報名項目 組別代碼

1 10度C 康秀娟 標準賽 F50

1 10度C 左正民 標準賽 M45

2 21s.t ADA. 吳國玎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2 21s.t ADA. 許浩翔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2 21s.t ADA. 黃振維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2 21s.t ADA. 陳旻妤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2 21s.t ADA. 李崑正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2 21s.t ADA. 許熾岳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 ACTG Cycling 吳怡君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李思賢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林邦齊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黃鈺傑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胡崴翔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陳俊佑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吳國瑋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徐緯寰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吳克文 標準賽 浮標組
3 ACTG Cycling 陳建宏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3 ACTG Cycling 李明穎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 ACTG Cycling 李昆霖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4 COOLER BIKER 何誌峰 標準賽 M30

4 COOLER BIKER 葉銘凱 標準賽 M40

5 DreAM5 蕭偉佑 標準賽 浮標組

5 DreAM5 孔紹銘 標準賽 浮標組
5 DreAM5 江啟瑞 標準賽 M30

6 Eagle 李郁萱 標準賽 F30

6 Eagle 張乃倫 標準賽 M25

6 Eagle 梁蕭錠 標準賽 M30

7 fearless 吳宜倫 標準賽 F18

7 fearless 吳泰焜 標準賽 M50

8 IRON MAN UMC 高苙凱 標準賽 浮標組

8 IRON MAN UMC 陳勝裕 標準賽 浮標組

8 IRON MAN UMC 江國安 標準賽 浮標組
9 Jerry&Thomas 鄒沛言 標準賽 M30

9 Jerry&Thomas 徐宗本 標準賽 M40

10 JoinMe 王崇錡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 JoinMe 趙彧磊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1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黃昱勝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1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林昀志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1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許顓薇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1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黃靖雯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2 Logi 謝明勳 標準賽 M30

12 Logi 林明青 標準賽 M45

13 Meow 陳芳津 標準賽 F40

13 Meow 張宇婷 標準賽 F40

14 PLG單車隊 謝昆翰 標準賽 M45

14 PLG單車隊 楊慶順 標準賽 M50

14 PLG單車隊 陳學而 標準賽 M55

14 PLG單車隊 范綱宏 標準賽 M60

15 PN車隊 唐一元 標準賽 M45

15 PN車隊 林東河 標準賽 M50

16 SF鐵人隊 黃丞駿 標準賽 M25

16 SF鐵人隊 蘇敏正 標準賽 M25

16 SF鐵人隊 朱世民 標準賽 M35

16 SF鐵人隊 陳星達 標準賽 M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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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F鐵人隊 吳育柔 標準接力賽 女子組
16 SF鐵人隊 吳炫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6 SF鐵人隊 楊晁青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7 TG小隊 蕭酩献 標準賽 M45

17 TG小隊 蘇威任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8 Tone瘋糰 盧宗麟 標準賽 浮標組

18 Tone瘋糰 陳紘埕 標準賽 浮標組

19 Vamos Ironman 詹詠超 標準賽 浮標組

19 Vamos Ironman 黃屺玉 標準賽 浮標組
20 WayPoint鐵人隊 楊志祥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20 WayPoint鐵人隊 吳冠融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21 YOUNGGUNS 陸青秀 標準賽 浮標組
21 YOUNGGUNS 宋柏賢 標準賽 M35

21 YOUNGGUNS 林育賢 標準賽 M35

21 YOUNGGUNS 王仰桂 標準賽 M40

22 兩小 陳萩慈 標準賽 F25

22 兩小 陳劭瑋 標準賽 M25

23 陸信 張詠彬 標準賽 M40

23 陸信 鐘祥銘 標準賽 M40

24 樂活 徐瑞雲 標準賽 F50

24 樂活 張碧裕 標準賽 M55

25 千兵衛 朱啟男 標準賽 M40

25 千兵衛 李冠樺 標準賽 M40

25 千兵衛 游弘毅 標準賽 M40

25 千兵衛 羅志銘 標準賽 M45

25 千兵衛 吳建豊 標準賽 M50

25 千兵衛 游力行 標準賽 M50

25 千兵衛 練明威 標準賽 M50

25 千兵衛 劉文博 標準賽 M55

25 千兵衛 林勳杰 標準賽 M60

26 父子檔 王緒承 標準賽 M18

26 父子檔 王毅銘 標準賽 M45

27 我好棒 廖微微 標準賽 F40

27 我好棒 陳步雲 標準賽 M55

28 拿鐵隊 楊青憲 標準賽 M40

28 拿鐵隊 劉惠宗 標準賽 M55

29 啊啊團 楊雅萍 標準賽 F25

29 啊啊團 李冠廷 標準賽 M25

30 啦啦隊 蘇瑞興 標準賽 M40

30 啦啦隊 戴一 標準賽 M45

30 啦啦隊 鄧文達 標準賽 M50

31 崧山鐵 張勝欽 標準賽 M40

31 崧山鐵 孫志輝 標準賽 M50

31 崧山鐵 陳悅廷 標準賽 M50

32 跑不動 余青峰 標準賽 浮標組
32 跑不動 陳志安 標準賽 M35

32 跑不動 蔡偉立 標準賽 M40

33 詹正幫 蔡易君 標準賽 M30

33 詹正幫 詹政邦 標準賽 M35

34 雙人組 吳清正 標準賽 M50

34 雙人組 李湘竹 標準賽 M50

35 鐵三角 黃仁譽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35 鐵三角 蕭信康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36 二八風華 廖雪華 標準賽 浮標組
36 二八風華 王心弘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7 八噗食堂 陳勇豪 標準賽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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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八噗食堂 張原瑞 標準賽 M30

38 三芝鐵人 廖啟順 標準賽 M45

38 三芝鐵人 陳明政 標準賽 M45

38 三芝鐵人 劉再興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華清龍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張盞珍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簡瑞添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馬標嵩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王金川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吳世彬 標準賽 M50

38 三芝鐵人 江春堂 標準賽 M55

38 三芝鐵人 葉榮順 標準賽 M55

39 山川鐵人 劉美蘭 標準賽 F30

39 山川鐵人 劉美玉 標準賽 F50

39 山川鐵人 沈章靖 標準賽 M25

39 山川鐵人 李健溢 標準賽 M25

39 山川鐵人 謝文龍 標準賽 M30

39 山川鐵人 謝東益 標準賽 M35

39 山川鐵人 張吉龍 標準賽 M40

39 山川鐵人 陳中宇 標準賽 M45

39 山川鐵人 趙克華 標準賽 M45

39 山川鐵人 吳明忠 標準賽 M50

39 山川鐵人 劉柴閏 標準賽 M50

39 山川鐵人 郭宗坤 標準賽 M55

39 山川鐵人 張閎積 標準賽 M55

39 山川鐵人 陳威誠 標準賽 M55

39 山川鐵人 張榮川 標準賽 M55

39 山川鐵人 張莒忠 標準賽 M60

39 山川鐵人 張鈞西 標準賽 M60

39 山川鐵人 洪明華 標準賽 M60

39 山川鐵人 廖關復 標準賽 M60

39 山川鐵人 王重宇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9 山川鐵人 涂雅瑄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9 山川鐵人 黃昭桂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9 山川鐵人 呂宏機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39 山川鐵人 謝志偉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40 內湖鐵人 李光鑫 標準賽 M30

40 內湖鐵人 王硯暉 標準賽 M30

40 內湖鐵人 郭志奕 標準賽 M35

40 內湖鐵人 楊志偉 標準賽 M40

40 內湖鐵人 高原健一郎 標準賽 M40

40 內湖鐵人 蔡明福 標準賽 M45

40 內湖鐵人 蔡明良 標準賽 M45

40 內湖鐵人 謝樹林 標準賽 M45

40 內湖鐵人 李日益 標準賽 M60

40 內湖鐵人 康朝溪 標準賽 M60

40 內湖鐵人 程展達 標準賽 M65

40 內湖鐵人 周永隆 標準賽 M65

40 內湖鐵人 陳萬成 標準賽 M65

41 文中勇士 郭煌仁 標準賽 M45

41 文中勇士 甘能中 標準賽 M45

42 台肥公司 莊智英 標準賽 F50

42 台肥公司 林書佑 標準賽 M35

42 台肥公司 蕭汝貴 標準賽 M45

42 台肥公司 陳仁傑 標準賽 M55

43 平興鐵人 林勁宇 標準賽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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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平興鐵人 劉泰成 標準賽 M30

43 平興鐵人 宋水盛 標準賽 M40

44 正統民宿 張光億 標準賽 M35

44 正統民宿 張家誠 標準賽 M35

45 呆倫傻滴 林昱瑋 標準賽 浮標組

45 呆倫傻滴 蘇文鴻 標準賽 浮標組
46 奔向超馬 曾遙嵐 標準賽 M40

46 奔向超馬 陳振強 標準賽 M45

47 明月小築 翁月娥 標準賽 F40

47 明月小築 楊明致 標準賽 M50

48 松山家商 張馨云 標準接力賽 女子組

48 松山家商 黃紹鈞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49 風城鐵馬 劉晶婕 標準賽 F40

49 風城鐵馬 蔡秀楀 標準賽 F50

49 風城鐵馬 簡翠菊 標準賽 F50

49 風城鐵馬 蔡昀霖 標準賽 M25

49 風城鐵馬 陳晉毓 標準賽 M40

49 風城鐵馬 謝德文 標準賽 M40

49 風城鐵馬 鄭加傳 標準賽 M45

49 風城鐵馬 吳欣志 標準賽 M50

49 風城鐵馬 謝國樑 標準賽 M50

49 風城鐵馬 曾慶波 標準賽 M55

49 風城鐵馬 潘燦淇 標準賽 M55

50 遊戲橘子 傅國維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林郁程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鄧有志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陳賢駿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王玫珊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林玥誼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50 遊戲橘子 楊傑 標準賽 M45

50 遊戲橘子 黃能俊 標準賽 M55

51 熱血就隊 張宣逸 標準賽 M35

51 熱血就隊 黃偉寧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2 輝宏鐵人 曾志宏 標準賽 M45

52 輝宏鐵人 張振輝 標準賽 M45

53 戰地飛龜 馬立珏 標準賽 M30

53 戰地飛龜 蔡英傑 標準賽 M45

54 駭龍毅識 魏裕修 標準賽 M30

54 駭龍毅識 翁皓凱 標準賽 M30

54 駭龍毅識 黃彥文 標準賽 M30

54 駭龍毅識 鄭進寶 標準賽 M35

55 擠成一團 李素娟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5 擠成一團 涂耀清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5 擠成一團 陳嘉麒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6 醫護鐵人 張書綺 標準賽 F30

56 醫護鐵人 華紹宇 標準賽 M25

56 醫護鐵人 王培安 標準賽 M25

56 醫護鐵人 楊士頤 標準賽 M25

56 醫護鐵人 韓德安 標準賽 M40

57 雙連菁英 葉祐詮 標準賽 M18

57 雙連菁英 劉崇佑 標準賽 M25

57 雙連菁英 邱聖修 標準賽 M25

57 雙連菁英 蔡秉憲 標準賽 M25

57 雙連菁英 楊文易 標準賽 M30

57 雙連菁英 吳瑭容 標準賽 M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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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雙連菁英 紀承志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邱宏智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林錦榮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程子嘉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邱上軒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莊浩宇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吳紳睿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李祈明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57 雙連菁英 邱輊杰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7 雙連菁英 莊思祺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7 雙連菁英 王品雯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7 雙連菁英 張博瑄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58 願賭服輸 廖郁婷 標準賽 F30

58 願賭服輸 許育鳴 標準賽 M35

59 蘇澳慢跑 張瑞龍 標準賽 M40

59 蘇澳慢跑 李銘德 標準賽 M50

60 不老鐵三角 李建輝 標準賽 浮標組

60 不老鐵三角 黃壯為 標準賽 浮標組
60 不老鐵三角 曾昱嘉 標準賽 M30

60 不老鐵三角 蔡鎔澤 標準賽 M30

60 不老鐵三角 施宜孝 標準賽 M35

60 不老鐵三角 張均緁 標準賽 M35

60 不老鐵三角 曾致勝 標準賽 M35

60 不老鐵三角 楊政潢 標準賽 M40

60 不老鐵三角 謝又安 標準賽 M40

60 不老鐵三角 洪瑋群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61 文山小鐵人 林子軒 標準賽 M25

61 文山小鐵人 廖威智 標準賽 M30

61 文山小鐵人 邱仁賢 標準賽 M30

61 文山小鐵人 黃仁賢 標準賽 M35

61 文山小鐵人 劉志宏 標準賽 M40

61 文山小鐵人 王明進 標準賽 M40

62 台寶愛台灣 許振儀 標準賽 M40

62 台寶愛台灣 許銘福 標準賽 M70

63 四零四科技 鄭力仁 標準賽 M25

63 四零四科技 王政喻 標準賽 M25

63 四零四科技 周啓松 標準賽 M25

63 四零四科技 廖智賢 標準賽 M25

63 四零四科技 陳中彥 標準賽 M30

63 四零四科技 游楨德 標準賽 M50

64 多肉の鐵人 張程凱 標準賽 M35

64 多肉の鐵人 陳彥君 標準賽 M35

64 多肉の鐵人 張司尚 標準賽 M35

65 竹中鐵人隊 林宏翰 標準賽 M30

65 竹中鐵人隊 張哲維 標準賽 M30

66 兩棲偵察營 林恆霆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黃子洋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徐毓謙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李奕廷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王家恩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洪品文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施羿羽 標準賽 M18

66 兩棲偵察營 陳颖陞 標準賽 M25

66 兩棲偵察營 林銘達 標準賽 M25

66 兩棲偵察營 李璧豪 標準賽 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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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兩棲偵察營 邱永豫 標準賽 M25

66 兩棲偵察營 姚承軒 標準賽 M30

66 兩棲偵察營 張志斌 標準賽 M35

66 兩棲偵察營 陳奕丞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66 兩棲偵察營 張祖瑋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67 東協鐵人隊 鄭舜哲 標準賽 M35

67 東協鐵人隊 林柏任 標準賽 M45

68 金鷹旅行團 劉狄軒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68 金鷹旅行團 林勤修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68 金鷹旅行團 陳禹昌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69 勇伯一家人 朱勇 標準賽 M70

69 勇伯一家人 朱宣潔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0 徐牙醫診所 邱淑華 標準賽 F60

70 徐牙醫診所 徐嘉陽 標準賽 M30

70 徐牙醫診所 徐明杰 標準賽 M65

71 迷彩轉不停 林聖傑 標準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吳康維 標準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宋炫寬 標準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楊鎮全 標準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楊承軒 標準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蔣人成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71 迷彩轉不停 李祖念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72 梅竹運動社 陳姝婷 標準賽 F50

72 梅竹運動社 黃中于 標準賽 M55

73 陳家好聲音 陳膺昇 標準賽 M25

73 陳家好聲音 陳膺任 標準賽 M25

73 陳家好聲音 陳璋賢 標準賽 M50

74 麻吉二人組 傅皇銘 標準賽 浮標組

74 麻吉二人組 翁誌聲 標準賽 浮標組

75 尊博鐵人團 邊至剛 標準賽 浮標組
75 尊博鐵人團 林志憲 標準賽 M25

75 尊博鐵人團 嚴志軒 標準賽 M40

75 尊博鐵人團 張志銘 標準賽 M40

75 尊博鐵人團 徐琮裕 標準賽 M40

75 尊博鐵人團 王章義 標準賽 M45

76 普靈特印刷 陶茂松 標準賽 M40

76 普靈特印刷 沈秉瑜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76 普靈特印刷 李明亮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76 普靈特印刷 高宇宏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蕭忠祐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吳國華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王珮瑄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林本珊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陳育祺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6 普靈特印刷 蕭雅雲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77 楊光鐵人團 林意鈞 標準賽 M18

77 楊光鐵人團 林意煌 標準賽 M25

77 楊光鐵人團 游宥杉 標準賽 M30

77 楊光鐵人團 簡偉翔 標準賽 M30

77 楊光鐵人團 張哲源 標準賽 M35

77 楊光鐵人團 黃定頌 標準賽 M45

77 楊光鐵人團 張專慶 標準賽 M50

78 鐡馬84T 陳乃綺 標準賽 F40

78 鐡馬84T 高嘉鴻 標準賽 M45

78 鐡馬84T 蘇溫禧 標準賽 M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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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鐵人小牙籤 駱國永 標準賽 M30

79 鐵人小牙籤 湯旭斌 標準賽 M35

80 鐵人不鐵腿 連雅淇 標準賽 F25

80 鐵人不鐵腿 張仕頡 標準賽 M25

80 鐵人不鐵腿 邱建棋 標準賽 M25

81 鐵人衝衝衝 施宥麒 標準賽 M40

81 鐵人衝衝衝 胡文斌 標準賽 M50

82 人魚出現聯盟 林晏逵 標準賽 M30

82 人魚出現聯盟 陳定璿 標準賽 M35

82 人魚出現聯盟 簡樂瑋 標準賽 M35

83 中正山鐵人隊 葉彥奇 標準賽 浮標組
83 中正山鐵人隊 簡宏宇 標準賽 M30

83 中正山鐵人隊 楊敏良 標準賽 M55

84 宜蘭四季鐵人 李豫僑 標準賽 F50

84 宜蘭四季鐵人 林韋勳 標準賽 M25

84 宜蘭四季鐵人 林韋志 標準賽 M25

84 宜蘭四季鐵人 俞長志 標準賽 M40

84 宜蘭四季鐵人 盧致遠 標準賽 M40

84 宜蘭四季鐵人 Giorgio 標準賽 M45

84 宜蘭四季鐵人 陳炳崧 標準賽 M50

84 宜蘭四季鐵人 林明德 標準賽 M50

84 宜蘭四季鐵人 李威龍 標準賽 M50

84 宜蘭四季鐵人 林忠雄 標準賽 M55

84 宜蘭四季鐵人 黃茂榮 標準賽 M60

84 宜蘭四季鐵人 侯修竣 標準賽 M60

84 宜蘭四季鐵人 陳英俊 標準賽 M70

85 哥是來運動的 莊宗旺 標準賽 M30

85 哥是來運動的 楊上頎 標準賽 M30

86 陸軍軍官學校 蘇介平 標準賽 M18

86 陸軍軍官學校 簡紹偉 標準賽 M18

86 陸軍軍官學校 王雅筠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86 陸軍軍官學校 吳師成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87 斯巴達小鐵人 顏銘漢 標準賽 M35

87 斯巴達小鐵人 林程文 標準賽 M40

87 斯巴達小鐵人 黃建銘 標準賽 M50

88 矮坪子鐵人隊 古俊偉 標準賽 M35

88 矮坪子鐵人隊 古俊恩 標準賽 M35

88 矮坪子鐵人隊 楊吉詔 標準賽 M45

89 臺北市立大學 陳宗與 標準賽 M35

89 臺北市立大學 謝志鴻 標準賽 M40

89 臺北市立大學 林耕玫 標準賽 女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黃薇 標準賽 女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吳承泰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莊柏千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陳政豪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世寬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蘇立安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王奕翔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蔡松祐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張伯勤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穆柏丞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89 臺北市立大學 陳孝瑜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90 五八六旅通資連 國德霖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90 五八六旅通資連 梁智強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91 周翔的運動世界 詹淑芬 標準賽 F40

91 周翔的運動世界 周銘桐 標準賽 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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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吳旻育 標準賽 M2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楊竣強 標準賽 M3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李宗穎 標準賽 M3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邱羽廷 標準賽 M3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廖至笠 標準賽 M4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游智凱 標準賽 M4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德齊 標準賽 M4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簡桂彬 標準賽 M4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楊慶文 標準賽 M4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游銘訓 標準賽 M4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吳芳成 標準賽 M4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振基 標準賽 M45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文郁 標準賽 M50

92 宜中校友鐵人隊 黃祥晏 標準接力賽 女子組

93 河馬自殺突擊隊 梁翊微 標準賽 浮標組

93 河馬自殺突擊隊 吳至言 標準賽 浮標組
93 河馬自殺突擊隊 詹婕妤 標準賽 F30

93 河馬自殺突擊隊 黃貫展 標準賽 M35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蕭永騰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蘇詠婷 標準賽 F18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陳虹霖 標準賽 F25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潘家琪 標準賽 F30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陳冠霖 標準賽 M18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許家睿 標準賽 M25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劉奕成 標準賽 M30

94 前鋒初領鐵人隊 蔡文柏 標準賽 M35

95 麥當勞前大佛隊 朱維軒 標準賽 M25

95 麥當勞前大佛隊 林克樺 標準賽 M30

95 麥當勞前大佛隊 黃瑩詳 標準賽 M30

95 麥當勞前大佛隊 劉育帆 標準賽 M35

96 銳騎佰客鐵人隊 林怡君 標準賽 F30

96 銳騎佰客鐵人隊 李家豐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96 銳騎佰客鐵人隊 呂揚民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97 羅勒三寶衝衝衝 張婉屏 標準賽 浮標組

97 羅勒三寶衝衝衝 王威凱 標準賽 浮標組
97 羅勒三寶衝衝衝 馮國偉 標準賽 M35

98 鐵手鐵腿鐵人隊 李青芳 標準賽 F18

98 鐵手鐵腿鐵人隊 吳由由 標準賽 F18

98 鐵手鐵腿鐵人隊 黃珮欣 標準賽 F18

98 鐵手鐵腿鐵人隊 劉彥均 標準賽 M18

99 十軍團士官督導長 王良亨 標準賽 M35

99 十軍團士官督導長 徐瑞益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簡君育 標準賽 F2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陳昱翔 標準賽 M2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梁紘賓 標準賽 M2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傅竹尉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蔣朝旭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李英碩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顏元彬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梁乾成 標準賽 M35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楊正偉 標準賽 M40

100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楊世瑄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韓家鈞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張克瑋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陳宗陽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田崇亨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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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頂風著陸A~H隊 何華倫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張志賢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馮偉銘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1 頂風著陸A~H隊 胡翰君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2 龍巖送行者三鐵聯萌 詹嘉榮 標準賽 浮標組

102 龍巖送行者三鐵聯萌 蘇育民 標準賽 浮標組
102 龍巖送行者三鐵聯萌 曹家耀 標準賽 M35

102 龍巖送行者三鐵聯萌 黃宇宏 標準賽 M40

103 鐵手、鐵腳、鐵腦袋 翁盛源 標準賽 浮標組
103 鐵手、鐵腳、鐵腦袋 王偲綸 標準賽 M30

103 鐵手、鐵腳、鐵腦袋 黃佳翔 標準賽 M35

103 鐵手、鐵腳、鐵腦袋 劉文瑄 標準賽 M35

103 鐵手、鐵腳、鐵腦袋 何僑軒 標準賽 M40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羅珮眞 標準賽 F30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林軒霆 標準賽 M35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陳仲光 標準賽 M40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王茂松 標準賽 M40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陳舜如 標準賽 M45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廖建興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邵彤茂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賴政宇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黃星儒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4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李凱翎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5 彎彎高富帥人生勝利組 蘇上全 標準賽 M25

105 彎彎高富帥人生勝利組 林政耀 標準賽 M30

106 三個臭皮匠與一個豬葛亮 葉妙珊 標準賽 F30

106 三個臭皮匠與一個豬葛亮 戴綱憶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梁桂榮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黃璽穎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張邦傑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柯伯松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劉彥材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李俊憲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林立脩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李宇軒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林家宏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7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李宗憲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呂宜嬛 標準賽 F18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曾柏愷 標準賽 M18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呂旻翰 標準賽 M18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游承翰 標準賽 M35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鴻麒 標準賽 M35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智湧 標準賽 M45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洪志裕 標準賽 M50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簡微禎 標準賽 女子菁英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邱韋強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世銘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楊凱傑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邱苡綸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08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盧宥安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09 不得了House Of Dope 李思予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9 不得了House Of Dope 李子翔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09 不得了House Of Dope 詹明叡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110 (高雄)瑞士釘/台灣微凱鐵人隊 教練：蘇宏暉 黃于嫣 標準賽 F18

110 (高雄)瑞士釘/台灣微凱鐵人隊 教練：蘇宏暉 黃瑜 標準賽 女子菁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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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高雄)瑞士釘/台灣微凱鐵人隊 教練：蘇宏暉 林志峰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111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徐培嚴 標準賽 M25

111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郭家齊 標準賽 女子菁英組

111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林威志 標準賽 男子菁英組

201 33g 蘇翊瑄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01 33g 劉佳玟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01 33g 謝時福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鄭愷騰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謝志浩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陳慶均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李奕賢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張譽耀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胡志豪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陳柏彥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袁崎瑞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1 33g 廖曜弘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2 DR.GYM 王若瑋 半程賽 S30

202 DR.GYM 陳暉迪 半程賽 S30

202 DR.GYM 鍾亞庭 半程賽 W20

203 Gogogo 陳淵琮 半程賽 S30

203 Gogogo 陳琬瑜 半程賽 W30

204 K15 柳浩宇 半程賽 S40

204 K15 邱莉雯 半程賽 W30

204 K15 楊達文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4 K15 陳俊宏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04 K15 游嘉沂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05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謝承翰 半程賽 S30

205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黃郁祺 半程賽 W20

205 Let&#39;s go 來運動健身俱樂部 徐晨安 半程賽 W20

206 OH9 簡筠柔 半程賽 W30

206 OH9 李庭毅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07 Papayi 簡昕益 半程賽 浮標組

207 Papayi 簡正鼎 半程賽 浮標組
208 SweetSniper 高振修 半程賽 S50

208 SweetSniper 姜軼多 半程賽 W40

209 ZOOT Taiwan 梁逢佑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09 ZOOT Taiwan 楊逸庠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09 ZOOT Taiwan 陳胤柔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09 ZOOT Taiwan 潘昱婷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09 ZOOT Taiwan 饒芷菱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10 偉赫 翁德銘 半程賽 S20

210 偉赫 陳詳諺 半程賽 S20

210 偉赫 范進乾 半程賽 S40

210 偉赫 賴鼎文 半程賽 S40

210 偉赫 劉文翼 半程賽 S40

210 偉赫 周姿彣 半程賽 W30

211 野馬 潘晟睿 半程賽 浮標組
211 野馬 楊竣宏 半程賽 S16

211 野馬 林育永 半程賽 S16

212 湯米 王德智 半程賽 S40

212 湯米 黃昱棠 半程賽 S40

213 力積電 陳品燁 半程賽 S13

213 力積電 張咸傑 半程賽 S40

213 力積電 姜建德 半程賽 S40

213 力積電 陳奇甫 半程賽 S40

213 力積電 陳育朋 半程賽 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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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三口組 張時議 半程賽 S30

214 三口組 張林行 半程賽 S60

215 怪老子 黃世憲 半程賽 浮標組

215 怪老子 蔡惠茵 半程賽 浮標組
215 怪老子 盧性亨 半程賽 S40

216 埔心隊 王宇寰 半程賽 S16

216 埔心隊 洪維揚 半程賽 S50

217 就愛玩 郁言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7 就愛玩 王紹丞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7 就愛玩 高其鋒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7 就愛玩 陳琇瑛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7 就愛玩 張儀芬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7 就愛玩 潘明珠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18 愛運動 楊世民 半程賽 S60

218 愛運動 楊悅鈴 半程賽 W30

219 大山小三 陳和煌 半程賽 S40

219 大山小三 吳信義 半程賽 S50

219 大山小三 朱美娟 半程賽 W40

220 大桔大綠 林宏儒 半程賽 浮標組

220 大桔大綠 林國雄 半程賽 浮標組

220 大桔大綠 劉韓琳 半程賽 浮標組

220 大桔大綠 林珮聲 半程賽 浮標組
221 山川鐵人 洪健元 半程賽 S30

221 山川鐵人 張榮川 半程賽 S50

221 山川鐵人 廖關復 半程賽 S60

222 允波鐵人 魏允亮 半程賽 S16

222 允波鐵人 魏義雄 半程賽 S50

223 內湖鐵人 張允齊 半程賽 S13

223 內湖鐵人 呂紹瑄 半程賽 W13

224 北成國小 林旻澤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24 北成國小 余宜頡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25 艾迪魷魚 謝佩芸 半程賽 浮標組
225 艾迪魷魚 沈正洋 半程賽 S30

226 西松高中 劉耀升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26 西松高中 林冠穎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27 快樂運動 林育捷 半程賽 S20

227 快樂運動 陳滿慶 半程賽 S20

228 快樂鐵人 張祐維 半程賽 S16

228 快樂鐵人 張雅筑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29 兩支慢跑 劉政鑫 半程賽 S30

229 兩支慢跑 陳楷侑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王建偉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胡智煌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傅奕豐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李明昌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古欣榮 半程賽 S40

229 兩支慢跑 魏志豪 半程賽 S50

229 兩支慢跑 黃麗珍  半程賽 W30

229 兩支慢跑 洪意雯 半程賽 W30

229 兩支慢跑 陳麗秋  半程賽 W40

229 兩支慢跑 黃子瀠  半程賽 W40

230 東風鐵人 詹皇哲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林昶睿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游卲淮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陳亨睿 半程賽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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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東風鐵人 陳亨僖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李承修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吳旻軒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廖俊詠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張珈維 半程賽 S13

230 東風鐵人 趙晨恩 半程賽 S16

230 東風鐵人 張棨珉 半程賽 S16

230 東風鐵人 陳承佑 半程賽 S16

230 東風鐵人 孫逸 半程賽 S20

230 東風鐵人 楊黠毓 半程賽 S20

230 東風鐵人 薛霈枎 半程賽 S40

230 東風鐵人 賴珮琳 半程賽 W13

230 東風鐵人 張琇安 半程賽 W16

231 松山家商 林書楷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1 松山家商 李崇語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1 松山家商 謝祥禾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1 松山家商 徐震中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1 松山家商 簡劭宇/松山家商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1 松山家商 陳亮妤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31 松山家商 簡晨伃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31 松山家商 陳玲葦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32 花花姐妹 戴瑜儂 半程賽 W30

232 花花姐妹 黎玉瑩 半程賽 W40

233 洛陽戰隊 林育弘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33 洛陽戰隊 薛柏瓛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34 悍將鐵人 游泰瑜 半程賽 S50

234 悍將鐵人 吳培瑄 半程賽 W50

235 動滋動滋 王雨亭 半程賽 S30

235 動滋動滋 校世芬 半程賽 W30

236 康橋高中 王詠威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林大芮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蔡昊辰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吳宇恩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郭文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楊勻皓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林祐陞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龍立鳴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陳泰河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簡銘漢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鄭宇翔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廖威炘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陳傳宜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陳冠頤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劉杰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謝予方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王宥錡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鄧丞皓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林大棋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施博瀚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高英傑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楊千緯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廖梓畯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古子丘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何佳馨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鄭喬芷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楊仲怡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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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康橋高中 陳星頤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吳睿恩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王墨荀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王荀昱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36 康橋高中 吳宇昕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37 清清水水 徐煒舜 半程賽 S20

237 清清水水 陳宇峻 半程賽 S20

238 試試水溫 曾昌鯉 半程賽 浮標組
238 試試水溫 曾竫方 半程賽 W20

239 慧燈鐵人 陳奕翰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39 慧燈鐵人 藍胤庭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39 慧燈鐵人 藍英庭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0 駭龍毅識 謝亞倫 半程賽 S20

240 駭龍毅識 王博輝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0 駭龍毅識 鄒一帆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0 駭龍毅識 史文明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0 駭龍毅識 葉忠齊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1 龍岡雲豹 曾子桓 半程賽 S13

241 龍岡雲豹 曾珮伶 半程賽 W16

242 醫護鐵人 華紹宇 半程賽 S20

242 醫護鐵人 李連村 半程賽 S40

242 醫護鐵人 張書綺 半程賽 W30

242 醫護鐵人 許惠雯 半程賽 W40

243 鐵漢柔情 黃怡樵 半程賽 S30

243 鐵漢柔情 蘇倍誼 半程賽 W30

244 三分之半鐵 李柏揚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44 三分之半鐵 王際遠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45 今晚麻辣燙 林姿婷 半程賽 W30

245 今晚麻辣燙 陳怡瑄 半程賽 W30

246 北爛這一家 范國宏 半程賽 浮標組

246 北爛這一家 邱允仁 半程賽 浮標組

246 北爛這一家 邱佳榆 半程賽 浮標組

246 北爛這一家 鐘福全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46 北爛這一家 劉浩淵 半程賽 S20

246 北爛這一家 劉柏俊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邱昱璋 半程賽 S16

247 兩棲偵察營 詹浩翔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孔令辰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曾聖哲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羅偉軒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張育孮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林國煒 半程賽 S20

247 兩棲偵察營 張雲昇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錢信榮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李方睿騰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林宇豪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張智鈞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蔣皓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蔡孟憲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李建勳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楊証崴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7 兩棲偵察營 呂佳昇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48 花蓮狠角色 吳彥佐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48 花蓮狠角色 楊子慶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49 超冠小鐵人 簡瑋志 半程賽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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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超冠小鐵人 陳彥騰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49 超冠小鐵人 郭騏樂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49 超冠小鐵人 陳禹儒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49 超冠小鐵人 陳嘉峰 半程賽 S16

249 超冠小鐵人 韓宥睿 半程賽 S16

249 超冠小鐵人 陳均婕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49 超冠小鐵人 陳均妤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50 美和旅行社 黃炳歸 半程賽 S50

250 美和旅行社 林展達 半程賽 S60

251 海海運動團 楊海家 半程賽 S30

251 海海運動團 李怡靜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51 海海運動團 黃靖雯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51 海海運動團 石育峯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51 海海運動團 黃品竣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51 海海運動團 李玟慧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52 國昌路跑社 曾明翔 半程賽 S40

252 國昌路跑社 任志雄 半程賽 S50

253 教練徐嘉男 黃冠誌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53 教練徐嘉男 劉嘉瑋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53 教練徐嘉男 林一澈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53 教練徐嘉男 潘羽甄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53 教練徐嘉男 劉嘉玉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54 梅花鹿爸爸 張恩誠 半程賽 S40

254 梅花鹿爸爸 劉霈倫 半程賽 S40

255 僑仁小鐵人 陳炫智 半程賽 S13

255 僑仁小鐵人 廖軒凱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55 僑仁小鐵人 陳泓文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55 僑仁小鐵人 林家齊 半程賽 S16

255 僑仁小鐵人 林家銘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55 僑仁小鐵人 張力仁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55 僑仁小鐵人 陳炫羽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55 僑仁小鐵人 陳品蒨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56 獨角龍鐵人 阮錦源 半程賽 S60

256 獨角龍鐵人 阮詩雅 半程賽 W40

256 獨角龍鐵人 陳月嬌 半程賽 W60

257 駿揚中光隊 邱宇霆 半程賽 S16

257 駿揚中光隊 邱中光 半程賽 S50

258 鐵人衝衝衝 李想 半程賽 S13

258 鐵人衝衝衝 胡凱閔 半程賽 S16

258 鐵人衝衝衝 林智偉 半程賽 S30

258 鐵人衝衝衝 黃俊程 半程賽 S40

258 鐵人衝衝衝 施彥伊 半程賽 W13

258 鐵人衝衝衝 施宣安 半程賽 W16

258 鐵人衝衝衝 胡僑育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58 鐵人衝衝衝 張慧宇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59 大哥是對的! 楊書宇 半程賽 浮標組

259 大哥是對的! 楊書恆 半程賽 浮標組

259 大哥是對的! 趙硯楠 半程賽 浮標組

259 大哥是對的! 張淩嵐 半程賽 浮標組

260 陸軍軍官學校 向巖 半程賽 S20

260 陸軍軍官學校 劉良圳 半程賽 S20

260 陸軍軍官學校 林皓嶽 半程賽 S20

260 陸軍軍官學校 張方瑜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60 陸軍軍官學校 葉祈微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60 陸軍軍官學校 裴星宇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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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陸軍軍官學校 余佳駿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60 陸軍軍官學校 羅煒翔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60 陸軍軍官學校 廖訓辰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61 頂尖板中競泳 謝齊祥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61 頂尖板中競泳 陳正仁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61 頂尖板中競泳 王毅弘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温雅涵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劉育廷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陳浩雲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何思怡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王新銓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62 晶碳發展協會 溫奇翔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63 彰化藝術高中 馬家彥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63 彰化藝術高中 吳宇堂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64 臺北市立大學 沈淏鵬 半程賽 S16

264 臺北市立大學 潘子易 半程賽 S16

264 臺北市立大學 李崇翊 半程賽 S16

264 臺北市立大學 陳恩惠 半程賽 W16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藍仁傑 半程賽 浮標組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徐啟昇 半程賽 浮標組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李昀玲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孫康宏 半程賽 S30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毛俊賢 半程賽 S40

265 央大路跑吃飯糰 孫玉鳳 半程賽 W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張群宜 半程賽 浮標組

266 豆腐岬17餐廳 蔡芬秋 半程賽 浮標組

266 豆腐岬17餐廳 劉紅滿 半程賽 浮標組

266 豆腐岬17餐廳 吳佳穎 半程賽 浮標組
266 豆腐岬17餐廳 魏彥忠 半程賽 S30

266 豆腐岬17餐廳 許有佶 半程賽 S3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陳正昌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江居璋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鄭俊雄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林湧成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連家瑩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魏睿忠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張道義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賴世民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吳政彥 半程賽 S40

266 豆腐岬17餐廳 林東松 半程賽 S5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邱仕杰 半程賽 S5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陳晉祿 半程賽 S6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邱豐霖 半程賽 S60

266 豆腐岬17餐廳 陳采捷 半程賽 W50

266 豆腐岬17餐廳 張敬齊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秉佑 半程賽 S16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郁棠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游豐維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簡志軒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潘政君 半程賽 S30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田志偉 半程賽 S40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楊文涵 半程賽 S40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王智弘 半程賽 S40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白明隆 半程賽 S50

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林芷瑢 半程賽 W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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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宜中校友鐵人隊 游千又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68 河馬自殺突擊隊 張振超 半程賽 浮標組

268 河馬自殺突擊隊 吳至言 半程賽 浮標組

268 河馬自殺突擊隊 梁翊微 半程賽 浮標組
268 河馬自殺突擊隊 黃貫展 半程賽 S30

268 河馬自殺突擊隊 詹婕妤 半程賽 W30

269 政霖政霖你最棒 陳逸煌 半程賽 S20

269 政霖政霖你最棒 楊政霖 半程賽 S20

270 為了浩瑋動起來 葉佳鴻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70 為了浩瑋動起來 李文祥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71 新竹縣東興國中 魏允澄 半程賽 S13

271 新竹縣東興國中 張秉睿 半程賽 S13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林雨亭 半程賽 浮標組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羅堅維 半程賽 S40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溫恒 半程賽 S40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高佳豪 半程賽 S40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張忠龍 半程賽 S50

272 溫老師跑步教室 鄭淑如 半程賽 W40

273 臺北市陽明高中 李昇璟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73 臺北市陽明高中 余梓云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73 臺北市陽明高中 李妍萱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郭承緯 半程賽 S13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梁凱晏 半程賽 S13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李典陽 半程賽 S16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莊順發 半程賽 S40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陳姵瑀 半程賽 W16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莊蕙名 半程賽 W16

274 銳騎佰客鐵人隊 葉畇彤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75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楊世瑄 半程賽 S30

275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詹淯茗 半程賽 S40

275 再忙也要梅花一聚 黃云仙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洪翊誠 半程賽 S13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林丞晞 半程賽 S13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陳柏安 半程賽 S13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徐宗德 半程賽 S13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王慕風 半程賽 S13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蘇禹丞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蘇冠亦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謝忠彥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76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 蔡沛辰 半程賽 W13_國中甄試組
277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戴立喆 半程賽 S13

277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林秉頡 半程賽 S13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許愷彥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彭聖凱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王明風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徐逢均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傅馨右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楊宛陵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吳雪瀅 半程賽 浮標組

27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 洪珮紋 半程賽 浮標組

279 關門前完賽，就！ 李正雄 半程賽 浮標組

279 關門前完賽，就！ 林國華 半程賽 浮標組

279 關門前完賽，就！ 詹淑貞 半程賽 浮標組

279 關門前完賽，就！ 希露谷·哈路薇 半程賽 浮標組

279 關門前完賽，就！ 梁士傑 半程接力賽 浮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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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關門前完賽，就！ 陳俊平 半程賽 S40

279 關門前完賽，就！ 黃美雯 半程賽 W40

280 金敏飛輪海_SBR 張鈞凱 半程賽 S13

280 金敏飛輪海_SBR 張智傑 半程賽 S40

281 進擊的初鐵訓練兵團 張國揚 半程賽 浮標組

281 進擊的初鐵訓練兵團 袁立泰 半程賽 浮標組

281 進擊的初鐵訓練兵團 李美怡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李勁甫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李忠皓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簡名遠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黃耀霆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鄭天仁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潘柏廷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胡尹婷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葉崇如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王思諭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游岳縈 半程賽 浮標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蘇文杰 半程賽 S30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江慶宏 半程賽 S30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呂佩蓉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呂姿穎 半程接力賽 女子組
282 慶城運動營養俱樂部 陳宗鼎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283 咖喱飯，老爸與兒子！ 賴頎修 半程賽 S13

283 咖喱飯，老爸與兒子！ 賴尚賢 半程賽 S40

284 獵豹SUPERCAM 邱砢皞 半程賽 浮標組

284 獵豹SUPERCAM 陳昭伶 半程賽 浮標組

284 獵豹SUPERCAM 邱媺珏 半程賽 浮標組
284 獵豹SUPERCAM 余振榮 半程賽 S40

284 陸軍第四地區支援指揮部 杜鴻州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285 說好的P-Line呢? 曾冠穎 半程賽 浮標組

285 說好的P-Line呢? 馬廷瑋 半程賽 浮標組

285 說好的P-Line呢? 藍子凱 半程賽 浮標組

285 說好的P-Line呢? 韓英信 半程賽 浮標組
286 永遠 Forever 18 黃仕豪 半程賽 S30

286 永遠 Forever 18 莊詩勤 半程賽 W30

286 永遠 Forever 18 林欣余 半程賽 W30

286 永遠 Forever 18 黃秀玲 半程賽 W50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李松澤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沐義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高銘陽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江家瑋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鍾亞宏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張柏昌 半程賽 S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游承翰 半程賽 S30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江珮綺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謝巧薰 半程賽 W16_高中甄試組
287 桃園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柔涵 半程賽 W30

28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之挑戰自我 郭謙瀚 半程賽 浮標組

288 懂得愛人就是鐵人之挑戰自我 黃士豪 半程賽 浮標組

289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高市中正高中-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曾俊霖 半程賽 S13_國中甄試組

289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朱鴻君 半程賽 S16

289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王柏霖 半程賽 S20

289 屏科大＆高雄市鐵人三項訓練中心-教練田偉璋、徐培嚴 朱汧 半程賽 S20

301 80號一家人 林佑誠 小鐵人 11歲組
301 80號一家人 林夏晴 小鐵人 8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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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CC姐妹 劉承昕 小鐵人 12歲組
302 CC姐妹 邱澄佾 小鐵人 9歲組
303 DT SWISS-FACTORY SQUAD 蕭堯夫 小鐵人 11歲組
303 DT SWISS-FACTORY SQUAD 蕭堯恩 小鐵人 9歲組
304 Girl Power 顏婕穎 小鐵人 11歲組
304 Girl Power 顏若橙 小鐵人 10歲組
305 J5 呂以謙 小鐵人 11歲組
305 J5 呂以正 小鐵人 9歲組
306 Marsmoolue 宋宥緯 小鐵人 11歲組

306 Marsmoolue 宋若綾 小鐵人 8歲組
307 PN小鐵人 張翔皓 小鐵人 11歲組
307 PN小鐵人 唐以安 小鐵人 11歲組
307 PN小鐵人 朱芷瑤 小鐵人 11歲組
307 PN小鐵人 陳庭宥 小鐵人 12歲組
307 PN小鐵人 陳庭宣 小鐵人 12歲組
307 PN小鐵人 尹翊旭 小鐵人 12歲組
307 PN小鐵人 張翔喆 小鐵人 9歲組
307 PN小鐵人 朱芯儀 小鐵人 9歲組
307 PN小鐵人 鄒磊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07 PN小鐵人 李建毅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07 PN小鐵人 呂允騰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08 SuperMakids 陳宥寧 小鐵人 10歲組
308 SuperMakids 高子媛 小鐵人 11歲組
308 SuperMakids 高子宸 小鐵人 8歲組

309 Waypoint鐵人工廠 黃祐萱 小鐵人 11歲組
309 Waypoint鐵人工廠 王兆敏 小鐵人 8歲組
310 Wish歐洲隊 田翌卉 小鐵人 10歲組
310 Wish歐洲隊 巫博勝 小鐵人 11歲組
310 Wish歐洲隊 田秉鑫 小鐵人 12歲組

310 Wish歐洲隊 巫兆祥 小鐵人 8歲組
311 ZOOT Taiwan 饒子萱 小鐵人 11歲組
311 ZOOT Taiwan 楊承翰 小鐵人 12歲組
312 喨襄 蔡喨鎧 小鐵人 10歲組
312 喨襄 蔡雨曈 小鐵人 7歲組
313 恆動力 陳薇茹 小鐵人 10歲組
313 恆動力 吳邑萱 小鐵人 9歲組
314 傑&琦 林子琦 小鐵人 7歲組
314 傑&琦 林子傑 小鐵人 9歲組

315 翔博家 姜博 小鐵人 7歲組
315 翔博家 姜翔 小鐵人 9歲組
316 慢慢跑 王軄愷 小鐵人 11歲組
316 慢慢跑 王彥傑 小鐵人 12歲組
317 內湖鐵人 黃品傑 小鐵人 11歲組
317 內湖鐵人 廖書安 小鐵人 12歲組
317 內湖鐵人 黃品淇 小鐵人 9歲組
317 內湖鐵人 郭文進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18 牛菜一家 莊才萭 小鐵人 10歲組
318 牛菜一家 高粲耘 小鐵人 10歲組
318 牛菜一家 莊才葰 小鐵人 8歲組
318 牛菜一家 高粲衡 小鐵人 8歲組
319 古錐家族 古育嘉 小鐵人 9歲組
319 古錐家族 古富淵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20 平步青雲 吳昀諺 小鐵人 7歲組

320 平步青雲 吳奐圻 小鐵人 9歲組
321 竹北國小 陳柏硯 小鐵人 11歲組
321 竹北國小 陳熙紫 小鐵人 8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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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李氏家族 李安婷 小鐵人 11歲組
322 李氏家族 李宥承 小鐵人 9歲組
323 東風鐵人 丁伊 小鐵人 10歲組
323 東風鐵人 邱博睿 小鐵人 11歲組
323 東風鐵人 全宥承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廖偉柏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張韶妤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廖晨聿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薛以昕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張宜苓 小鐵人 12歲組
323 東風鐵人 蔣宜樺 小鐵人 9歲組
323 東風鐵人 游邵謙 小鐵人 9歲組
324 建功國小 林冠緯 小鐵人 11歲組
324 建功國小 林威逸 小鐵人 11歲組
325 怒海潛將 何耕輔 小鐵人 11歲組
325 怒海潛將 袁和謙 小鐵人 11歲組
325 怒海潛將 林永宸 小鐵人 11歲組
326 原來學苑 黃威力 小鐵人 11歲組
326 原來學苑 黃一峰 小鐵人 9歲組
327 陽光家族 吳瑀祥 小鐵人 12歲組
327 陽光家族 吳仲鈞 小鐵人 8歲組
328 黑帽部隊 張右學 小鐵人 10歲組
328 黑帽部隊 楊雁筑 小鐵人 11歲組
328 黑帽部隊 林書歆 小鐵人 12歲組

328 黑帽部隊 張佑鍹 小鐵人 12歲組
328 黑帽部隊 王秀婷 小鐵人 12歲組
328 黑帽部隊 邱昱綺 小鐵人 12歲組
328 黑帽部隊 張祐源 小鐵人 7歲組
329 嗡嗡家族 翁幼家 小鐵人 10歲組

329 嗡嗡家族 翁宇汎 小鐵人 12歲組
330 裘大無敵 劉子溦 小鐵人 12歲組
330 裘大無敵 劉子暤 小鐵人 7歲組
331 趙氏兄弟 趙澤之 小鐵人 10歲組
331 趙氏兄弟 趙雋之 小鐵人 8歲組
332 銘傳之星 潘聖玓 小鐵人 7歲組
332 銘傳之星 潘聖忻 小鐵人 9歲組
333 藍天白雲 藍右庭 小鐵人 10歲組
333 藍天白雲 藍左宸 小鐵人 11歲組

334 鐵人拔巴 蔡宜臻 小鐵人 11歲組

334 鐵人拔巴 蔡宜庭 小鐵人 12歲組
334 寶貝家族 劉奕均 小鐵人 7歲組
334 寶貝家族 劉奕伶 小鐵人 7歲組
334 寶貝家族 劉璨宇 小鐵人 9歲組
335 冰淇淋玹風 薛小淇 小鐵人 10歲組
335 冰淇淋玹風 薛奕玹 小鐵人 7歲組
336 我們是兄弟 何茂華 小鐵人 8歲組
336 我們是兄弟 林棋嶸 小鐵人 9歲組
337 東興好棒棒 廖奕安 小鐵人 11歲組
337 東興好棒棒 顧允睿 小鐵人 9歲組
337 東興好棒棒 廖彥竹 小鐵人 9歲組
338 洛德小鐵人 陳子渝 小鐵人 7歲組
338 洛德小鐵人 李語埕 小鐵人 8歲組
338 洛德小鐵人 洪兆璿 小鐵人 8歲組

338 洛德小鐵人 劉以恩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劉庭睿 小鐵人 10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劉冠男 小鐵人 10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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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超冠小鐵人 賴宥澄 小鐵人 10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何定杰 小鐵人 11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陳彥騰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郭騏樂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陳子濬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陳禹儒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劉行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黃宥翔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曲家穎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吳思慧 小鐵人 12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林僅騰 小鐵人 7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劉冠鑫 小鐵人 8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林禹傑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朱信霏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曲家陞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高士展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許睿騰 小鐵人 9歲組

339 超冠小鐵人 黃愉涵 小鐵人 9歲組

340 陽光小鐵人 姜義鉦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40 陽光小鐵人 張家嫚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劉尚澤 小鐵人 10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林祐銜 小鐵人 10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陳羽甄 小鐵人 10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廖子毓 小鐵人 11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魏凡凱 小鐵人 11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陳于田 小鐵人 11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張丞柚 小鐵人 11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魏于皓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廖德錡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胡博弈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陳子玄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劉尚盈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曾宥臻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林姿嫺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林姿慧 小鐵人 12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林珈誼 小鐵人 7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周業澔 小鐵人 8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陳炫燁 小鐵人 8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侯沛函 小鐵人 8歲組
341 僑仁小鐵人 張家蓁 小鐵人 9歲組
342 暴力騎士團 林維均 小鐵人 12歲組
342 暴力騎士團 陳翊璇 小鐵人 12歲組
342 暴力騎士團 林敬淳 小鐵人 8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楊祐宸 小鐵人 10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柯睿 小鐵人 10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鄭筑云 小鐵人 10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陳映璇 小鐵人 7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鄭筑尹 小鐵人 8歲組
343 蓬萊小鐵人 陳妍臻 小鐵人 9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劉士薰 小鐵人 10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柳一帆 小鐵人 11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王唯甫 小鐵人 12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鄭品謙 小鐵人 12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劉士翊 小鐵人 12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蔡忱希 小鐵人 9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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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諾瓦小鐵人 鄭令謙 小鐵人 9歲組
344 諾瓦小鐵人 蔡千榮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45 雙A兄弟檔 朱紹華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45 雙A兄弟檔 楊秋慧 大小雙人鐵搭擋 搭檔組

346 鐵人衝衝衝 林士勛 小鐵人 10歲組
346 鐵人衝衝衝 施冠杰 小鐵人 11歲組
346 鐵人衝衝衝 詹欣宜 小鐵人 12歲組
347 小鐵人初體驗 陳樺 小鐵人 10歲組
347 小鐵人初體驗 林子硯 小鐵人 7歲組

347 小鐵人初體驗 陳燁 小鐵人 7歲組
348 北市太平國小 李政鴻 小鐵人 8歲組
348 北市太平國小 李翊銨 小鐵人 9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莊定軒 小鐵人 10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魏毓萱 小鐵人 10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蔡生文 小鐵人 11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方奕淳 小鐵人 11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魏毓彤 小鐵人 8歲組
349 秀山國小泳隊 顏苡安 小鐵人 9歲組
350 屏東艾米尼亞 謝柏諺 小鐵人 10歲組
350 屏東艾米尼亞 李芳妤 小鐵人 10歲組
350 屏東艾米尼亞 余家蓁 小鐵人 12歲組
350 屏東艾米尼亞 李承祐 小鐵人 7歲組
350 屏東艾米尼亞 謝柏樂 小鐵人 7歲組
351 香蕉哥瓦力弟 黃宥穎 小鐵人 10歲組

351 香蕉哥瓦力弟 黃秉閎 小鐵人 12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周宬糖 小鐵人 11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張宇鎧 小鐵人 11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陳采楨 小鐵人 11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陳姿杏 小鐵人 11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許力文 小鐵人 12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余可筠 小鐵人 12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周宸暄 小鐵人 7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樊威助 小鐵人 7歲組
352 頂尖板中競泳 樊威劭 小鐵人 9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葉翊銘 小鐵人 10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吳宇昕 小鐵人 10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葉翊柔 小鐵人 10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王羿云 小鐵人 10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黃子彥 小鐵人 11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林裕叡 小鐵人 11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葉綵閒 小鐵人 12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顏源曜 小鐵人 7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林永澤 小鐵人 7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賴宇則 小鐵人 7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顏源璨 小鐵人 8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黃定廉 小鐵人 8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吳馥瑄 小鐵人 8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黃婕睎 小鐵人 8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林品翰 小鐵人 9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潘彥騰 小鐵人 9歲組
353 斯巴達小鐵人 黃宥恩 小鐵人 9歲組
354 劉家鐵人兄弟 劉昊哲 小鐵人 10歲組
354 劉家鐵人兄弟 劉昊恩 小鐵人 12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呂其宸 小鐵人 10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陳宥蓁 小鐵人 10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張子序 小鐵人 11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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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呂其翰 小鐵人 12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陳宥郡 小鐵人 12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劉品澤 小鐵人 8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張沐凡 小鐵人 8歲組
355 雅德賽思胡適隊 蔡秉樺 小鐵人 8歲組
356 新竹縣東興國中 張亦妡 小鐵人 12歲組
356 新竹縣東興國中 魏允婕 小鐵人 12歲組
357 臺北市大橋國小 陳子懿 小鐵人 10歲組
357 臺北市大橋國小 陳子蘊 小鐵人 7歲組

358 大圓國際體藝協會 秦子捷 小鐵人 10歲組
358 大圓國際體藝協會 張巧霓 小鐵人 11歲組
358 大圓國際體藝協會 張秭綺 小鐵人 11歲組
358 大圓國際體藝協會 張珆霓 小鐵人 8歲組
359 臺北市麗湖國民小學 陳威廷 小鐵人 10歲組
359 臺北市麗湖國民小學 陳言菱 小鐵人 11歲組
360 臺北市內湖國小游泳隊 楊子澄 小鐵人 7歲組
360 臺北市內湖國小游泳隊 楊子霈 小鐵人 9歲組
361 獵豹SUPERCAM 余芊蓓 小鐵人 10歲組
361 獵豹SUPERCAM 邱翊愷 小鐵人 12歲組
361 獵豹SUPERCAM 余品叡 小鐵人 8歲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