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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3年第三十一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 

競  賽  規  章 

宗旨：為倡導全民運動、發展滑輪溜冰運動、提高技術水準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主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 

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南港區體育會溜冰委員會、臺北市內湖區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比賽地點：速度角標→臺北市迎風河濱公園-迎風溜冰場 

比賽日期：103 年 6 月 8 日(日)  下午兩點 

分組項目： 

  (一)選手組快速過角標： 

    (1)幼童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2)國小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一年級組、二年級組、三年級組、四年級組、五年級組、六年級組 

    (3)國中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4)高中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5)大專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6)社會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二)新人組快速過角標： 

限從未在民國 103(含)年之前於全國中正盃、總統盃及會長盃（含新人組）中得過前三名之選手報名參賽，

如發現違反規定者取消名次。 

    (1)幼童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2)國小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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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組、二年級組、三年級組、四年級組、五年級組、六年級組 

    (3)國中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速度角標選手組、新人組競賽內容： 

(1) 雙足 S 形、前溜交叉形為二回合計時賽，二輪成績擇優排名 

(2) 每踢倒、漏過一個角標加比賽 0.2 秒，失誤超過四個，則該次比賽失格，單足 S

形在抵達終點前任何地方浮足落地則該次比賽失格。 

(3) 單足 S 型項目採預、決賽制，預賽為二回合計時賽，二輪擇優排名，取各組前八

名進行決賽，若該組別在 11 人以下，則以計時賽成績為決賽。 

(4) 前溜項目幼童、國小組選手需配  戴安全帽，後退項目所有選手皆須配戴安全

帽。 

(5) 號碼布應貼在選手後面明顯處。 

(6) 起跑線與輔助線為 200x40cm的起跑框，選手至少要有一隻腳完全在這個區域內，

不可碰觸前後線，在預賽時，選手的溜冰鞋的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切過起跑線。 

(7) 速度角標起跑指令為「各就各位」、「預備」、「嗶」聲，在決賽時，嗶之前將不允

許身體有任何的動作，否則將視為一個起跑違規。 

(8) 各項目角標間距： 

 前溜單足 S 形 前溜雙足 S 形 前溜交叉形 

幼童組 

國小一年級組 

國小二年級組 

起跑距離：8 公尺 

角標間距：120 公分 

角標數： 17 個 
起跑距離：8 公尺 

角標間距：120 公分 

角標數： 17 個 

起跑距離：8 公尺 

角標間距：120 公分 

角標數： 17 個 
國小三~六年級組 

國中、高中組 

大專、社會組 

起跑距離：12 公尺 

角標間距：80 公分 

角標數：20 個 

報名方式：請至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平花組網站線上報名 http://nksds.com 

報名時間：103 年 5 月 10 日至 103 年 5 月 18 日止。 

http://nks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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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匯款至 臺灣銀行 107-004-275299 南港分行 曾大宇，匯款完成

後請提供轉帳資訊末五碼以供核對，核對完成後方可完成報名程序。 

自由式輪滑報名聯絡人：曾大宇 0926-352-736 電子信箱 dayufish@gmail.com 

注意事項  

★請上臺北市滑輪溜冰協會平花組網站http://nksds.com報名，繳交報名費經確認後完成報名

手續；費用未繳視同未報名。  

★自由式速度角標報名費：400元可報名一項，每增加一個項目加收100元 

★領隊會議：報名截止後，於臺北市滑輪溜冰協會平花組官網http://nksds.com公告開會時間

地點。 

 

獎勵：  

★各項競賽項目之前三名於比賽成績公告後頒發金、銀、銅牌及獎狀表彰之。  

★各項競賽項目之前六名將於閉幕前頒發獎狀乙張，若不及頒發者將於賽後寄發給各領隊

或教練。  

★比賽成績將由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保存。  

★大會保有對賽程規章更改修正之權力，如有修正相關規定，將於官網公告。  

★大會保險基本場地意外險，選手請依個人需要調整，自行保險或另付費保人壽險，不便

之處請見諒 

 

 

 

 

 

中 華 民 國 一 O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dayufish@gmail.com
http://nksds.com/games/
http://nksds.com/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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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3年第三十一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 

大  會  工  作  人  員 

大會會長：林亭君 

大會裁判長：曾大宇 

裁判組組長：彭健瑋 

      組員：陳俊瑋、李文旭、吳柏逸、楊文鉞 

場地組組長(A)：鍾秉穎 

      組員：吳宜蓁、劉芩妤、郭原翰 

    維護組：朱信任 

場地組組長(B)：陳蕙妮 

      組員：張  玹、李毓書、楊立恆 

    維護組：嚴士宸 

檢錄組組長：蘇祖賢、謝上凱 

紀錄組組長：潘峻銘 

      組員：潘琬蒨、黃奕錞、陳姵君 

典禮組組長：蔡宛如 

醫護組：蘇詠筑、林旻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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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3年第三十一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 

賽  程  表 

時間 場次 選手組別 項目 比賽組別  

14:00~14:10 開場表演  (演出團隊： TIR平花隊) 

14:10~14:12 1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14:12~14:14 2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14:14~14:25 3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幼童男子組 決賽 

14:25~14:27 4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幼童女子組 決賽 

14:27~14:34 5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4:34~14:40 6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14:40~14:47 7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4:47~14:53 8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4:53~15:00 9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15:00~15:06 10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5:06~15:16 11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5:16~15:21 12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決賽 

15:21~15:34 13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5:34~15:35 14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15:35~15:42 15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15:42~15:45 16 新人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15:45~15:49 17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15:49~15:55 18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15:55~16:00 19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幼童男子組 決賽 

16:00~16:01 20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幼童女子組 決賽 

16:01~16:02 21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6:02~16:04 22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04~16:09 23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6:09~16:11 24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11~16:13 25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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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16:16 26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16~16:19 27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6:19~16:22 28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22~16:24 29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6:26~16:26 30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26~16:32 31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16:32~16:33 32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16:33~16:34 33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高中男子組 決賽 

16:34~16:35 34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高中女子組 決賽 

16:35~16:46 35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大專男子組 決賽 

16:46~16:49 36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大專女子組 決賽 

16:49~16:53 37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社會男子組 決賽 

16:53~16:55 38 選手組 前進雙足S形 社會女子組 決賽 

16:55~16:57 39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16:57~17:00 40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17:00~17:04 41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幼童男子組 決賽 

17:04~17:05 42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05~17:07 43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07~17:12 44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12~17:14 45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17~17:20 46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20~17:21 47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21~17:27 48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27~17:30 49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30~17:40 50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40~17:41 51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41~17:46 52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17:46~17:48 53 新人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17:48~17:50 54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7 

17:50~17:54 55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17:54~17:59 56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幼童男子組 決賽 

17:59~18:00 57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幼童女子組 決賽 

18:00~18:01 58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01~18:03 59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03~18:08 60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08~18:10 61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10~18:12 62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12~18:15 63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15~18:19 64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19~18:22 65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22~18:25 66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25~18:27 67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27~18:29 68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29~18:30 69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30~18:31 70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高中男子組 決賽 

18:31~18:32 71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高中女子組 決賽 

18:32~18:39 72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大專男子組 決賽 

18:39~18:46 73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大專女子組 決賽 

18:46~18:51 74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社會男子組 決賽 

18:51~18:53 75 選手組 前溜交叉形 社會女子組 決賽 

18:53~18:56 76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8:56~18:58 77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18:58~19:02 78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02~19:03 79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03~19:07 80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幼童男子組 決賽 

19:07~19:08 81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幼童女子組 決賽 

19:08~19:09 82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09~19:10 83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決賽 



 

8 

19:10~19:15 84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15~19:17 85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17~19:18 86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18~19:19 87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19~19:24 88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24~19:30 89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30~19:31 90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31~19:36 91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36~19:37 92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37~19:39 93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19:39~19:42 94 新人組 前進單足S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19:42~19:45 95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45~19:50 96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50~19:54 97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54~19:57 98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決賽 

19:57~19:58 99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決賽 

19:58~20:00 100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決賽 

20:00~20:06 101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決賽 

20:06~20:07 102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決賽 

20:07~20:11 103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中男子組 決賽 

20:11~20:17 104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國中女子組 決賽 

20:17~20:18 105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高中男子組 決賽 

20:18~20:20 106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高中女子組 決賽 

20:20~20:29 107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大專男子組 決賽 

20:29~20:34 108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大專女子組 決賽 

20:34~20:39 109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社會男子組 決賽 

20:39~20:42 110 選手組 前進單足S形 社會女子組 決賽 

20:42 閉    幕 

賽程時間僅供參考，將以比賽現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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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3年第三十一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 

團  體  名  冊 

SDS 直排輪舞蹈學

校 

領隊： 曾大宇 教練：曾大宇 管理：彭健瑋 
 

選手： 032 陳  蓁 079 溫右昕 080 丁  寬 081 林耀傑 089 蔡宇哲 

088 蔡宜璇 118 邱羿文 120 高睿宇 119 武孟蓓 121 張嘉俊 

122 鄭宇庭 123 孟令崴 167 任芷妍 172 詹筑媗 171 李語翔 

170 陳宇榛 169 王禪婷 168 李少榛 173 王定鏞 174 陳俐辰 

175 丁之喬 176 林依玟 177 楊心瑜 
     

 

 

彼得潘直排輪 領隊： 莊子賢 教練：王聖文 管理：楊翔宇 
 

選手： 043 周柏諦 044 劉以琳 045 陳建廷 042 周柏崴 041 高心瑩 

046 楊茜淯 050 張菀旂 049 張貽茜 048 張唯仁 047 趙郁婷 

051 潘郁雯 052 侯鈞諺 053 侯安伃 054 倪詣超 084 陳品瀚 

085 華珮妤 094 陳欣聖 095 楊翔宇 096 王聖文 098 李筱茹 

109 蔡皓鈞 
         

 

 

動感精靈直排輪 領隊： 李懿蓓 教練：高林達 管理： 
 

選手： 001 梁宣旼 002 邱映瑄 003 林穎真 004 周祈佑 005 賴徐捷 

006 溫瑞玲 007 蘇柔蓉 009 洪仕驛 008 洪詩祐 011 潘柏均 

012 沈法昭 013 吳昶佑 014 鄭光喆 010 鄭聿彣 016 張芯睿 

015 張芯瑜 018 李晏綾 017 李瑋宸 019 洪詩量 020 王士毓 

034 林建妤 035 鍾詠字 082 林稚凱 
     

 

 

TNT 平花隊 領隊： 
 

教練：江震裕 管理：黃建興 
 

選手： 086 黃昱瑄 087 張立璇 107 張芳瑜 108 呂嘉翰 
  

 

 

威盛電子 領隊： 
 

教練： 管理：洪孟圓 
 

選手： 111 宋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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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速直排輪 領隊： 鄭婷予 教練：朱啟維 管理：陳獄成 
 

選手： 021 林芷筠 024 徐嘉欣 023 徐翊堃 022 廖苡安 025 廖苡琁 

026 廖冠捷 027 葉獻之 028 葉懷之 029 沈宏謙 030 洪翊愷 

031 朱啟維 033 曾薇蓉 
       

 

 

MAGIC SPORTS 

魔力直排輪 

領隊： 
 

教練：李冠穎 管理： 
 

選手： 036 陳志緯 037 王佑瑜 038 王宥鈞 040 盧薇亘 039 盧琬宜 
 

 

 

明志科技大學 
領隊： 劉祖華 

教練：張育維/楊翔宇 

/王聖文 
管理：鄭秀妤 

 

選手： 055 薛馥霆 056 邱靖棠 057 陳孝謙 058 謝宛臻 060 洪偉嘉 

059 洪家豐 062 郭力瑋 061 黃宗賢 097 康庭瑋 
   

 

 

景文科技大學 領隊： 鄭永福 教練：張育維/王聖文 管理：陳湘 
 

選手： 063 許順富 066 邱子揚 065 陳嘉瑩 064 王舜量 068 邱婉瑄 

067 謝上凱 069 曾志評 070 張宜珊 
     

 

 

興雅國小 
領隊： 宮文卿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楊翔宇 
管理：呂彗美 

 

選手： 071 鍾宇昕 073 鍾宇恩 072 周玄翔 075 蔣皓羽 074 呂豪軒 

076 曾彥鈞 077 黃宥齊 078 林韋彤 
     

 

 

狂飆一族 領隊： 張敬和 教練：杜澄文 管理： 
 

選手： 083 張譽柔 
     

 

 

天母 Mono Club 領隊： 羅鶴衢 教練： 管理： 
 

選手： 092 汪柏叡 091 李冠毅 090 陳禾棋 093 高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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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小子直排輪 領隊： 
 

教練：黃明嵩 管理：楊曜甄 
 

選手： 099 劉懿萱 100 李昊暐 101 胡傑安 102 黃諄仁 103 陳正緯 

104 戴庭涵 105 吳登博 106 朱翊寧 130 張哲維 129 高嘉鑫 

128 賴祺紘 132 蘇柏綸 131 羅奕淮 124 王秉華 125 王昱澄 

127 李文雋 126 謝天 141 簡文魁 140 蘇柏安 139 王楷淳 

138 王秉奕 137 謝忻恩 142 蘇哲弘 133 王秉宏 134 方尚維 

135 方睿紘 136 孔祥諾 152 郭曜嘉 151 王詩怡 150 劉巧兮 

149 陳柏霖 148 陳亮辰 143 郭璦菁 144 熊書慧 145 陳宣蓉 

147 洪詩閔 146 郭昱萱 153 陳柏誌 154 蔡宗霖 155 鄭宇翔 

156 鄭宇廷 160 陳冠恩 159 劉孟劼 157 劉亦軒 158 劉柏均 

161 陳宥霖 162 胡家瑀 163 黃偉哲 164 林家文 165 周代傑 

166 郭景玄 
         

 

興隆國小 領隊： 劉碧賢 教練：謝上凱 管理：簡菁瑩 
 

選手： 110 吳震武 
     

 

輔仁大學 領隊： 江漢聲 教練：楊翔宇 管理：王翠蘭 
 

選手： 112 熊珮芸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 

領隊： 張新仁 教練：楊翔宇 管理：戈淑瑛 
 

選手： 113 徐毓禪 
     

 

實踐國小 領隊： 王博弘 教練：楊翔宇/莊子賢 管理：蔣家怡 
 

選手： 114 廖千容 117 黃思澐 116 黃崧華 115 鄒少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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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3年第三十一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 

分  組  名  冊 

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1 133 王秉宏 (私立立人) 173 王定鏞 (北市民生) 
  

 

場次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2 099 劉懿萱 (新北重慶) 106 朱翊寧 (新北林口) 
  

 

場次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9 人 

3 026 廖冠捷 (魔速直排) 029 沈宏謙 (新竹沛恩) 030 洪翊愷 (新竹露德) 

092 汪柏叡 (格林菲爾) 090 陳禾棋 (蒙特梭立) 103 陳正緯 (新北心語) 

109 蔡皓鈞 (何嘉仁士林) 171 李語翔 (新北曼哈頓) 168 李少榛 (新北曼哈頓) 
 

 

場次 【新人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4 172 詹筑媗 (新北曼哈頓) 169 王禪婷 (新北曼哈頓)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7 人 

5 013 吳昶佑 (北市復興) 015 張芯瑜 (新北崇德) 017 李瑋宸 (北市建安) 

054 倪詣超 (北市蓬萊) 076 曾彥鈞 (北市興雅) 091 李冠毅 (北市士林) 

158 劉柏均 (新北集美)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4 人 

6 053 侯安伃 (台北東門) 079 溫右昕 (北市東新) 162 胡家瑀 (新北興福) 

170 陳宇榛 (新北金龍)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7 073 鍾宇恩 (北市興雅) 123 孟令崴 (北市修德) 130 張哲維 (新北麗園) 

129 高嘉鑫 (新北麗林) 135 方睿紘 (桃園南美) 161 陳宥霖 (新北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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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8 021 林芷筠 (新竹興隆) 047 趙郁婷 (新北海山) 114 廖千容 (北市實踐) 

117 黃思澐 (北市實踐) 175 丁之喬 (北市忠孝) 176 林依玟 (北市忠孝)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9 077 黃宥齊 (北市興雅) 084 陳品瀚 (新北海山) 101 胡傑安 (新北興福) 

120 高睿宇 (北市修德) 131 羅奕淮 (新北麗林) 157 劉亦軒 (新北集美)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10 050 張菀旂 (新北重慶) 051 潘郁雯 (新北竹林) 085 華珮妤 (新北重慶) 

118 邱羿文 (北市修德) 122 鄭宇庭 (北市修德) 167 任芷妍 (北市國語)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0 人 

11 052 侯鈞諺 (台北東門) 082 林稚凱 (新北重慶) 089 蔡宇哲 (北市忠孝) 

105 吳登博 (桃園大湖) 110 吳震武 (台北興隆) 121 張嘉俊 (北市修德) 

124 王秉華 (私立立人) 127 李文雋 (新北麗園) 134 方尚維 (桃園南美) 

159 劉孟劼 (新北集美)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12 018 李晏綾 (北市建安) 032 陳蓁 (北市國語) 104 戴庭涵 (新北南勢) 

119 武孟蓓 (北市修德) 160 陳冠恩 (北市修德) 164 林家文 (新北麗園)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0 人 

13 011 潘柏均 (北市古亭) 078 林韋彤 (北市興雅) 080 丁  寬 (北市忠孝) 

081 林耀傑 (北市忠孝) 102 黃諄仁 (新北麗林) 116 黃崧華 (北市實踐) 

115 鄒少芃 (北市實踐) 140 蘇柏安 (桃園長庚) 163 黃偉哲 (新北麗林) 

165 周代傑 (新北麗園)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3 人 

14 049 張貽茜 (新北重慶) 174 陳俐辰 (北市忠孝) 177 楊心瑜 (北市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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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15 048 張唯仁 (新北重慶) 074 呂豪軒 (北市興雅) 094 陳欣聖 (北市文林) 

138 王秉奕 (私立立人) 137 謝忻恩 (新北麗林) 142 蘇哲弘 (桃園長庚)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3 人 

16 010 鄭聿彣 (北市復興) 088 蔡宜璇 (北市忠孝) 139 王楷淳 (桃園長庚)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4 人 

17 004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36 陳志緯 (嘉義蘭潭) 153 陳柏誌 (新北林口) 

166 郭景玄 (新北正德) 
   

 

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18 002 邱映瑄 (明湖中學) 086 黃昱瑄 (建成中學) 143 郭璦菁 (桃園大園) 

144 熊書慧 (新北崇林) 145 陳宣蓉 (新北崇林) 146 郭昱萱 (新北正德) 
 

 

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5 人 

19 008 洪詩祐 (台北勁寶) 012 沈法昭 (新北佳美) 028 葉懷之 (新竹同信) 

038 王宥鈞 (嘉義東吳) 100 李昊暐 (桃園文欣)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 人 

20 046 楊茜淯 (宜蘭培爾傑特)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 人 

21 04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22 025 廖苡琁 (新竹三民) 039 盧琬宜 (嘉義民雄)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23 009 洪仕驛 (北市國語) 016 張芯睿 (新北崇德) 023 徐翊堃 (新竹鳳岡) 

027 葉獻之 (新竹東門) 136 孔祥諾 (新北麗林) 152 郭曜嘉 (桃園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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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24 044 劉以琳 (北市武功) 041 高心瑩 (新北秀朗)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25 128 賴祺紘 (新北頭湖) 132 蘇柏綸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3 人 

26 037 王佑瑜 (嘉義宣信) 040 盧薇亘 (嘉義民雄) 151 王詩怡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4 人 

27 014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4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125 王昱澄 (桃園長庚) 

149 陳柏霖 (新北麗林)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3 人 

28 024 徐嘉欣 (新竹鳳岡) 022 廖苡安 (新竹三民) 150 劉巧兮 (北市石牌)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4 人 

29 071 鍾宇昕 (北市興雅) 126 謝天 (新北麗林) 141 簡文魁 (新北麗園) 

155 鄭宇翔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30 007 蘇柔蓉 (市大附小) 083 張譽柔 (新竹頂埔)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6 人 

31 005 賴徐捷 (桃園光明) 019 洪詩量 (北市博愛) 042 周柏崴 (北市蓬萊) 

072 周玄翔 (北市興雅) 075 蔣皓羽 (北市興雅) 148 陳亮辰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 人 

32 156 鄭宇廷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 人 

33 154 蔡宗霖 (北市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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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 人 

34 033 曾薇蓉 (新竹立香山)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10 人 

35 056 邱靖棠 (明志科大) 060 洪偉嘉 (明志科大) 059 洪家豐 (明志科大) 

062 郭力瑋 (明志科大) 061 黃宗賢 (明志科大) 063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66 邱子揚 (景文科大) 067 謝上凱 (景文科大) 069 曾志評 (景文科大) 

097 康庭瑋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3 人 

36 003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65 陳嘉瑩 (景文科大) 068 邱婉瑄 (景文科大)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5 人 

37 031 朱啟維 (魔速直排) 064 王舜量 (景文科大) 095 楊翔宇 (彼得潘) 

096 王聖文 (彼得潘) 111 宋健誠 (威盛) 
  

 

場次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形 共 2 人 

38 087 張立璇 (TNT) 093 高乃鈞 (Mono) 
  

 

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39 133 王秉宏 (私立立人) 173 王定鏞 (北市民生) 
  

 

場次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40 099 劉懿萱 (新北重慶) 106 朱翊寧 (新北林口) 147 洪詩閔 (新北崇林) 
 

 

場次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4 人 

41 026 廖冠捷 (魔速直排) 029 沈宏謙 (新竹沛恩) 030 洪翊愷 (新竹露德) 

103 陳正緯 (新北心語)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42 015 張芯瑜 (新北崇德) 
   

 

  



 

17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43 053 侯安伃 (台北東門) 162 胡家瑀 (新北興福)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44 130 張哲維 (新北麗園) 135 方睿紘 (桃園南美) 161 陳宥霖 (新北光華)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45 021 林芷筠 (新竹興隆) 117 黃思澐 (北市實踐)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46 077 黃宥齊 (北市興雅) 101 胡傑安 (新北興福) 131 羅奕淮 (新北麗林)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47 050 張菀旂 (新北重慶)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6 人 

48 052 侯鈞諺 (台北東門) 082 林稚凱 (新北重慶) 105 吳登博 (桃園大湖) 

124 王秉華 (私立立人) 
 

127 李文雋 (新北麗園) 

134 方尚維 (桃園南美)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49 018 李晏綾 (北市建安) 104 戴庭涵 (新北南勢) 164 林家文 (新北麗園)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7 人 

50 011 潘柏均 (北市古亭) 102 黃諄仁 (新北麗林) 116 黃崧華 (北市實踐) 

115 鄒少芃 (北市實踐) 140 蘇柏安 (桃園長庚) 163 黃偉哲 (新北麗林) 

165 周代傑 (新北麗園)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51 049 張貽茜 (新北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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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5 人 

52 048 張唯仁 (新北重慶) 094 陳欣聖 (北市文林) 138 王秉奕 (私立立人) 

137 謝忻恩 (新北麗林) 142 蘇哲弘 (桃園長庚)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53 010 鄭聿彣 (北市復興) 139 王楷淳 (桃園長庚)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54 004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36 陳志緯 (嘉義蘭潭) 153 陳柏誌 (新北林口) 
 

 

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4 人 

55 002 邱映瑄 (明湖中學) 143 郭璦菁 (桃園大園) 144 熊書慧 (新北崇林) 

145 陳宣蓉 (新北崇林) 
   

 

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5 人 

56 008 洪詩祐 (台北勁寶) 012 沈法昭 (新北佳美) 028 葉懷之 (新竹同信) 

038 王宥鈞 (嘉義東吳) 100 李昊暐 (桃園文欣)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57 046 楊茜淯 (宜蘭培爾傑特)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58 04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59 025 廖苡琁 (新竹三民) 039 盧琬宜 (嘉義民雄)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6 人 

60 009 洪仕驛 (北市國語) 016 張芯睿 (新北崇德) 023 徐翊堃 (新竹鳳岡) 

027 葉獻之 (新竹東門) 136 孔祥諾 (新北麗林) 152 郭曜嘉 (桃園大園) 
 

 

 



 

19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61 044 劉以琳 (北市武功) 041 高心瑩 (新北秀朗)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62 128 賴祺紘 (新北頭湖) 132 蘇柏綸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63 037 王佑瑜 (嘉義宣信) 040 盧薇亘 (嘉義民雄) 151 王詩怡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5 人 

64 014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4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108 呂嘉翰 (新北板橋) 

125 王昱澄 (桃園長庚) 149 陳柏霖 (新北麗林)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3 人 

65 024 徐嘉欣 (新竹鳳岡) 022 廖苡安 (新竹三民) 150 劉巧兮 (北市石牌)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4 人 

66 071 鍾宇昕 (北市興雅) 126 謝天 (新北麗林) 141 簡文魁 (新北麗園) 

155 鄭宇翔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67 007 蘇柔蓉 (市大附小) 083 張譽柔 (新竹頂埔)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6 人 

68 005 賴徐捷 (桃園光明) 019 洪詩量 (北市博愛) 042 周柏崴 (北市蓬萊) 

072 周玄翔 (北市興雅) 075 蔣皓羽 (北市興雅) 148 陳亮辰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69 156 鄭宇廷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70 154 蔡宗霖 (北市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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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1 人 

71 033 曾薇蓉 (新竹立香山)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6 人 

72 056 邱靖棠 (明志科大) 060 洪偉嘉 (明志科大) 063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66 邱子揚 (景文科大) 069 曾志評 (景文科大) 097 康庭瑋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7 人 

73 003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58 謝宛臻 (明志科大) 065 陳嘉瑩 (景文科大) 

068 邱婉瑄 (景文科大) 070 張宜珊 (景文科大) 107 張芳瑜 (德霖技術) 

112 熊珮芸 (輔仁大學)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6 人 

74 020 王士毓 (社會) 031 朱啟維 (魔速直排) 064 王舜量 (景文科大) 

095 楊翔宇 (彼得潘) 096 王聖文 (彼得潘) 111 宋健誠 (威盛) 
 

 

場次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交叉形 共 2 人 

75 034 林建妤 (社會) 093 高乃鈞 (Mono)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76 013 吳昶佑 (北市復興) 015 張芯瑜 (新北崇德) 054 倪詣超 (北市蓬萊)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77 053 侯安伃 (台北東門) 162 胡家瑀 (新北興福)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78 130 張哲維 (新北麗園) 129 高嘉鑫 (新北麗林) 161 陳宥霖 (新北光華)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79 117 黃思澐 (北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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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4 人 

80 008 洪詩祐 (台北勁寶) 012 沈法昭 (新北佳美) 028 葉懷之 (新竹同信) 

038 王宥鈞 (嘉義東吳)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81 046 楊茜淯 (宜蘭培爾傑特)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一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82 04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一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83 039 盧琬宜 (嘉義民雄)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二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6 人 

84 009 洪仕驛 (北市國語) 016 張芯睿 (新北崇德) 023 徐翊堃 (新竹鳳岡) 

027 葉獻之 (新竹東門) 136 孔祥諾 (新北麗林) 152 郭曜嘉 (桃園大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二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85 044 劉以琳 (北市武功) 041 高心瑩 (新北秀朗)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86 131 羅奕淮 (新北麗林)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87 050 張菀旂 (新北重慶)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4 人 

88 052 侯鈞諺 (台北東門) 082 林稚凱 (新北重慶) 124 王秉華 (私立立人) 

127 李文雋 (新北麗園)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4 人 

89 116 黃崧華 (北市實踐) 115 鄒少芃 (北市實踐) 140 蘇柏安 (桃園長庚) 

163 黃偉哲 (新北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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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90 049 張貽茜 (新北重慶) 
   

 

場次 【新人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5 人 

91 048 張唯仁 (新北重慶) 094 陳欣聖 (北市文林) 138 王秉奕 (私立立人) 

137 謝忻恩 (新北麗林) 142 蘇哲弘 (桃園長庚) 
  

 

場次 【新人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92 139 王楷淳 (桃園長庚) 
   

 

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93 133 王秉宏 (私立立人) 173 王定鏞 (北市民生) 
  

 

場次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94 099 劉懿萱 (新北重慶) 106 朱翊寧 (新北林口) 147 洪詩閔 (新北崇林)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三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95 128 賴祺紘 (新北頭湖) 132 蘇柏綸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三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96 037 王佑瑜 (嘉義宣信) 040 盧薇亘 (嘉義民雄) 151 王詩怡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四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5 人 

97 014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4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108 呂嘉翰 (新北板橋) 

125 王昱澄 (桃園長庚) 149 陳柏霖 (新北麗林)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四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98 024 徐嘉欣 (新竹鳳岡) 022 廖苡安 (新竹三民) 150 劉巧兮 (北市石牌) 
 

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五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99 126 謝天 (新北麗林) 141 簡文魁 (新北麗園) 155 鄭宇翔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五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100 007 蘇柔蓉 (市大附小) 083 張譽柔 (新竹頂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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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國小男子六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6 人 

101 005 賴徐捷 (桃園光明) 019 洪詩量 (北市博愛) 042 周柏崴 (北市蓬萊) 

072 周玄翔 (北市興雅) 075 蔣皓羽 (北市興雅) 148 陳亮辰 (新北麗園) 
 

 

場次 【選手組】國小女子六年級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102 156 鄭宇廷 (桃園南美)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4 人 

103 004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36 陳志緯 (嘉義蘭潭) 153 陳柏誌 (新北林口) 

166 郭景玄 (新北正德) 
   

 

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6 人 

104 002 邱映瑄 (明湖中學) 086 黃昱瑄 (建成中學) 143 郭璦菁 (桃園大園) 

144 熊書慧 (新北崇林) 145 陳宣蓉 (新北崇林) 146 郭昱萱 (新北正德) 
 

場次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1 人 

105 154 蔡宗霖 (北市華興) 
   

場次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2 人 

106 001 梁宣旼 (北市強恕) 033 曾薇蓉 (新竹立香山)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8 人 

107 035 鍾詠字 (北市立大) 055 薛馥霆 (明志科大) 056 邱靖棠 (明志科大) 

057 陳孝謙 (明志科大) 063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66 邱子揚 (景文科大) 

067 謝上凱 (景文科大) 097 康庭瑋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5 人 

108 003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06 溫瑞玲 (世新大學) 065 陳嘉瑩 (景文科大) 

107 張芳瑜 (德霖技術) 113 徐毓禪 (教育大學)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6 人 

109 020 王士毓 (社會) 031 朱啟維 (魔速直排) 064 王舜量 (景文科大) 

095 楊翔宇 (彼得潘) 096 王聖文 (彼得潘) 111 宋健誠 (威盛) 
 

場次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單足 S 形 共 3 人 

110 034 林建妤 (社會) 087 張立璇 (TNT) 098 李筱茹 (彼得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