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溜冰錦標賽自由式輪滑競賽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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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 臺北市迎風河濱公園-迎風溜冰場 

                    (雨天) 觀山自行車站-18標高架橋下 

比賽日期：104年 5月 30日(六)  上午 8:00~下午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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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瑪莉 S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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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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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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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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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小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形  b.前進單足 S形  c.前進瑪莉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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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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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中男/女子組：a.前進雙足 S形  b.前進單足 S形  c.前進瑪莉 S形 

速度角標選手組、新人組競賽內容： 

(1) 雙足 S形、前進瑪莉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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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瑪莉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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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ksds.com 

報名時間：104年 3月 20日至 103年 4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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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UNIVERSIADE

TAIPEI2 17
『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在臺北!



注意事項  

★請上臺北市滑輪溜冰協會平花組網站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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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總人數若未達300人，現場將不提供參賽者休息帳篷，敬請見諒 

★ 

★領隊會議：報名截止後，於臺北市滑輪溜冰協會平花組官網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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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台北市及非本市方式分開敘獎，並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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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台北市及非本市方式分開敘獎，並頒發獎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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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年 二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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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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賴泳嵩 013 林靖宸 004 林芷筠 011 廖冠捷 012 賴泳崐 

003 廖苡安 002 沈宏謙 
       

 

東吳大學 領隊： 李翌楷 教練：李翌楷 管理：李翌楷 
 

選手： 001 李翌楷 
     

 

無 領隊： 無 教練：蔡曾偉 管理：無 
 

選手： 026 孫麗晴 
     

 

邪溜旅團 領隊： 巫金岳 教練：巫金岳 管理：巫金岳 
 

選手： 083 林均頤 082 潘逸 080 林家伃 081 楊蒨昀 079 林家合 

078 周芷妤 084 黃昱揚 
       

 

苗栗縣滑輪溜冰

委員會 

領隊： 蘇文霸 教練：張智鈞 管理：湯劉秀美 
 

選手： 129 林博瑞 127 林敏桀 128 林博彥 126 謝承恆 125 陳秉鏻 

124 陳霈娟 123 張芃竹 122 蘇彥宇 121 蘇彥云 120 王睿登 
 

 

台北市 興雅國小 領隊： 宮文卿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朱玉貴/李世豪 
 

選手： 075 江其容 071 高詩婷 070 陳禹翰 069 陳姵羽 068 謝宜臻 

067 梁羽媃 066 陳志蘋 065 謝鎧澤 064 江奇原 062 黃宥齊 

063 林韋彤 061 曾彥鈞 131 韓千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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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 蘇倍成 090 林昇賢 089 王孔廷 088 簡彣羽 087 謝宛榛 

086 郭力瑋 085 謝政霖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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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潘直排輪 領隊： 莊子賢 教練：王聖文 管理：楊翔宇 
 

選手： 112 楊翔宇 111 王聖文 110 林柏宇 109 倪詣超 108 詹承霈 

107 呂瑞萱 106 林庭瑄 105 華珮妤 104 周恩綺 103 周子薰 

099 鐘晨芸 098 鐘晨恩 097 侯安伃 096 侯鈞諺 095 陳建廷 

094 張唯仁 093 周柏諦 092 周柏崴 
     

 

台北市 福林國小 領隊： 楊美惠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宋世傑 
 

選手： 074 魏紹紘 
     

 

TNT平花隊 領隊： 
 

教練：江震裕 管理：黃建興 
 

選手： 007 呂嘉翰 006 張芳瑜 005 黃昱瑄 
   

 

獨一無二溜冰隊 領隊： 蕭文龍 教練：蕭文龍 管理：汪雅鳳 
 

選手： 025 袁瓏 024 范予僖 023 范子聿 022 游瑋筑 021 姜亭安 

020 高葦庭 019 李柏諺 018 林欣潁 017 張芷瑜 016 滑彥凱 

015 趙宇晟 
         

 

好酷樂活 領隊： 
 

教練：周峰民 管理： 
 

選手： 010 梁辰安 009 梁宇程 008 陳冠熹 130周  奐 
  

 

台北市 大直國小 領隊： 莊明達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劉素琴/張偲儀 
 

選手： 073 林倚樂 072 林倪希 
    

 

小狐狸花式溜冰

舞蹈隊 
領隊： 張育維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何典穎 
管理：張育維 

 

選手： 060 王舜量 
     

 

台北市 永吉國中 領隊： 陳傳貴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陳鼎華 
 

選手： 076 周玄翔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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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精靈直排輪 領隊： 李懿蓓 教練：高林達 管理： 
 

選手： 056 余嘉浤 054 王鈺瑋 055 吳秉家 053 鄭棋方 052 廖佳佑 

051 林映秀 050 蕭亞非 049 陳亮羽 048 張祐瑄 047 彭維賾 

046 吳昶佑 045 吳昶宏 044 潘柏均 043 劉晏瑜 042 高步步 

041 劉胤彤 040 洪奕齋 039 李晏綾 038 周祈佑 035 溫瑞玲 

037 林穎真 034 林稚凱 033 蘇敬哲 032 蘇柔蓉 031 鄭光喆 

036 劉哲呈 030 洪仕驛 029 劉祐呈 028 邱映瑄 027 賴徐捷 
 

 

台北市 永安國小 領隊： 許瑛珍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陳敦正 
 

選手： 077 彭映天 
     

 

SDS直排輪舞蹈學

校 

領隊： 曾大宇 教練：曾大宇 管理：曾大宇 
 

選手： 119 王定鏞 118 陳竑安 117 孫秀絹 116 鄭宇庭 115 沈書亞 

114 張恩睿 113 許峻維 102 李語翔 101 張嘉俊 100 孟令崴 

132 鄭宇洋 
         

 

新北市 景文科技

大學 

領隊： 鄭永福 教練：張育維/何典穎 管理：陳湘 
 

選手： 059 陳嘉瑩 057 許順富 058 林冠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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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別 比賽項目 人數
1 新人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6
2 新人組 幼童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3
3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8
4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8
5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3
6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6
7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7
8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5
9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4
10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11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4
12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6
13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14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15 新人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16 新人組 國中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17 選手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18 選手組 幼童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19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20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3
21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22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23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3
24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25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4
26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27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28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29 選手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5
30 選手組 國中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2
31 選手組 高中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1
32 選手組 大專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7
33 選手組 大專女子組 前進雙足S形 5
34 選手組 社會男子組 前進雙足S形 3

預計比賽時間

~ 10:06

9:21

9:33

9:50

9:28

9:40

9:43

~ 9:40

~ 9:43

~ 9:50

~ 9:28

~ 9:33

~

~

~

~

~

9:18

8:00

8:09

8:25

8:44

8:09

8:25

8:44

8:56

9:02

~ 9:12

~ 9:15

~ 9:18

8:56

9:02

9:12

9:15

~ 9:21

魔速直排輪 領隊： 鄭婷予 教練：朱啟維 管理：陳獄成 
 

選手： 014 賴泳嵩 013 林靖宸 004 林芷筠 011 廖冠捷 012 賴泳崐 

003 廖苡安 002 沈宏謙 
       

 

東吳大學 領隊： 李翌楷 教練：李翌楷 管理：李翌楷 
 

選手： 001 李翌楷 
     

 

無 領隊： 無 教練：蔡曾偉 管理：無 
 

選手： 026 孫麗晴 
     

 

邪溜旅團 領隊： 巫金岳 教練：巫金岳 管理：巫金岳 
 

選手： 083 林均頤 082 潘逸 080 林家伃 081 楊蒨昀 079 林家合 

078 周芷妤 084 黃昱揚 
       

 

苗栗縣滑輪溜冰

委員會 

領隊： 蘇文霸 教練：張智鈞 管理：湯劉秀美 
 

選手： 129 林博瑞 127 林敏桀 128 林博彥 126 謝承恆 125 陳秉鏻 

124 陳霈娟 123 張芃竹 122 蘇彥宇 121 蘇彥云 120 王睿登 
 

 

台北市 興雅國小 領隊： 宮文卿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朱玉貴/李世豪 
 

選手： 075 江其容 071 高詩婷 070 陳禹翰 069 陳姵羽 068 謝宜臻 

067 梁羽媃 066 陳志蘋 065 謝鎧澤 064 江奇原 062 黃宥齊 

063 林韋彤 061 曾彥鈞 131 韓千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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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 蘇倍成 090 林昇賢 089 王孔廷 088 簡彣羽 087 謝宛榛 

086 郭力瑋 085 謝政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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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選手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36 選手組 幼童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37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38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39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0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1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2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3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44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5 選手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5
46 選手組 國中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47 選手組 大專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48 選手組 大專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49 選手組 社會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50 選手組 社會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1 新人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2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53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54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5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6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7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8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1
59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60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前進瑪莉S形 3
61 新人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瑪莉S形 2
62 新人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63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4
64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4
65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66 選手組 幼童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67 選手組 幼童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68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69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4
70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71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4
72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11:27

~ 11:11

~ 11:14

~ 11:22

~ 10:51

~ 10:53

~ 11:01

~ 10:39

~ 10:43

~ 10:49

10:19

~ 10:26

~ 10:33

~ 10:08

~ 10:15

11:06

10:15

10:19

10:08

10:06

~

11:11

11:22 ~

10:53

11:01

11:06

11:14

~

10:26

10:33

10:39

10:43

10:49

10:51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賽   程   表

彼得潘直排輪 領隊： 莊子賢 教練：王聖文 管理：楊翔宇 
 

選手： 112 楊翔宇 111 王聖文 110 林柏宇 109 倪詣超 108 詹承霈 

107 呂瑞萱 106 林庭瑄 105 華珮妤 104 周恩綺 103 周子薰 

099 鐘晨芸 098 鐘晨恩 097 侯安伃 096 侯鈞諺 095 陳建廷 

094 張唯仁 093 周柏諦 092 周柏崴 
     

 

台北市 福林國小 領隊： 楊美惠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宋世傑 
 

選手： 074 魏紹紘 
     

 

TNT平花隊 領隊： 
 

教練：江震裕 管理：黃建興 
 

選手： 007 呂嘉翰 006 張芳瑜 005 黃昱瑄 
   

 

獨一無二溜冰隊 領隊： 蕭文龍 教練：蕭文龍 管理：汪雅鳳 
 

選手： 025 袁瓏 024 范予僖 023 范子聿 022 游瑋筑 021 姜亭安 

020 高葦庭 019 李柏諺 018 林欣潁 017 張芷瑜 016 滑彥凱 

015 趙宇晟 
         

 

好酷樂活 領隊： 
 

教練：周峰民 管理： 
 

選手： 010 梁辰安 009 梁宇程 008 陳冠熹 130周  奐 
  

 

台北市 大直國小 領隊： 莊明達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劉素琴/張偲儀 
 

選手： 073 林倚樂 072 林倪希 
    

 

小狐狸花式溜冰

舞蹈隊 
領隊： 張育維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何典穎 
管理：張育維 

 

選手： 060 王舜量 
     

 

台北市 永吉國中 領隊： 陳傳貴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陳鼎華 
 

選手： 076 周玄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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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3
74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75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3
76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77 新人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78 新人組 國中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79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80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81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82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4
83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84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85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86 選手組 國中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5
87 選手組 國中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2
88 選手組 高中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1
89 選手組 大專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6
90 選手組 大專女子組 前進單足S形 5
91 選手組 社會男子組 前進單足S形 5

~ 12:16

~ 11:49

~ 11:52

~ 11:59

~ 11:36

~ 11:39

~ 11:4211:39

11:42

11:49

11:52

11:59

11:27

11:36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賽   程   表

動感精靈直排輪 領隊： 李懿蓓 教練：高林達 管理： 
 

選手： 056 余嘉浤 054 王鈺瑋 055 吳秉家 053 鄭棋方 052 廖佳佑 

051 林映秀 050 蕭亞非 049 陳亮羽 048 張祐瑄 047 彭維賾 

046 吳昶佑 045 吳昶宏 044 潘柏均 043 劉晏瑜 042 高步步 

041 劉胤彤 040 洪奕齋 039 李晏綾 038 周祈佑 035 溫瑞玲 

037 林穎真 034 林稚凱 033 蘇敬哲 032 蘇柔蓉 031 鄭光喆 

036 劉哲呈 030 洪仕驛 029 劉祐呈 028 邱映瑄 027 賴徐捷 
 

 

台北市 永安國小 領隊： 許瑛珍 教練：張育維/謝上凱 管理：陳敦正 
 

選手： 077 彭映天 
     

 

SDS直排輪舞蹈學

校 

領隊： 曾大宇 教練：曾大宇 管理：曾大宇 
 

選手： 119 王定鏞 118 陳竑安 117 孫秀絹 116 鄭宇庭 115 沈書亞 

114 張恩睿 113 許峻維 102 李語翔 101 張嘉俊 100 孟令崴 

132 鄭宇洋 
         

 

新北市 景文科技

大學 

領隊： 鄭永福 教練：張育維/何典穎 管理：陳湘 
 

選手： 059 陳嘉瑩 057 許順富 058 林冠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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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6 人 

1 010 梁辰安 (陽光寶貝) 019 李柏諺 (永和民生) 072 林倪希 (大直附幼) 

108 詹承霈 (溫特爾) 118 陳竑安 (新北曼哈頓) 125 陳秉鏻 (苗栗芳仁) 
 

 

場次 【新人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3 人 

2 106 林庭瑄 (溫特爾) 107 呂瑞萱 (溫特爾) 075 江其容 (興雅附幼)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8 人 

3 008 陳冠熹 (光復國小) 011 廖冠捷 (新竹三民) 012 賴泳崐 (新竹博愛) 

013 林靖宸 (新竹博愛) 102 李語翔 (北市大湖) 113 許峻維 (新北金龍) 

126 謝承恆 (開礦國小) 132 鄭宇洋 (北市修德)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8 人 

4 017 張芷瑜 (及人國小) 018 林欣潁 (永和國小) 021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48 張祐瑄 (仁愛國小) 080 林家伃 (北市博愛) 099 鐘晨芸 (中港國小) 

103 周子薰 (北市博愛) 131 韓千賀 (北市興雅)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3 人 

5 016 滑彥凱 (永平國小) 047 彭維賾 (埔墘國小) 050 蕭亞非 (北市長安) 

061 曾彥鈞 (北市興雅) 064 江奇原 (北市興雅) 065 謝鎧澤 (北市興雅) 

079 林家合 (北市博愛) 082 潘逸 (北市復興) 084 黃昱揚 (靜心國小) 

109 倪詣超 (北市蓬萊) 114 張恩睿 (北市修德) 115 沈書亞 (北市修德) 

129 林博瑞 (苗栗福星)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6 人 

6 023 范子聿 (秀山國小) 068 謝宜臻 (北市興雅) 069 陳姵羽 (北市興雅) 

078 周芷妤 (靜心國小) 104 周恩綺 (北市博愛) 124 陳霈娟 (大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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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7 人 

7 009 梁宇程 (北大附小) 040 洪奕齋 (思賢國小) 049 陳亮羽 (北市明湖) 

073 林倚樂 (大直國小) 077 彭映天 (北市永安) 100 孟令崴 (北市修德) 

070 陳禹翰 (北市興雅)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5 人 

8 020 高葦庭 (萬興國小) 051 林映秀 (北市長安) 052 廖佳佑 (北市長安) 

053 鄭棋方 (北市長安) 067 梁羽媃 (北市興雅) 
  

 

場次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4 人 

9 015 趙宇晟 (及人國小) 062 黃宥齊 (北市興雅) 074 魏紹紘 (福林國小) 

128 林博彥 (苗栗福星) 
   

 

場次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10 105 華珮妤 (新北重慶) 116 鄭宇庭 (北市修德)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4 人 

11 024 范予僖 (秀山國小) 055 吳秉家 (北市敦化) 096 侯鈞諺 (台北東門) 

101 張嘉俊 (北市修德)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6 人 

12 003 廖苡安 (新竹三民) 041 劉胤彤 (武崙國小) 054 王鈺瑋 (北市長安) 

066 陳志蘋 (北市興雅) 071 高詩婷 (北市興雅) 127 林敏桀 (苗栗福星) 
 

 

場次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13 063 林韋彤 (北市興雅) 
   

 

場次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14 042 高步步 (北市碧湖) 043 劉晏瑜 (北市碧湖)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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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15 076 周玄翔 (永吉國中) 119 王定鏞 (北市民生) 
  

 

場次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16 081 楊蒨昀 (萬華國中) 
   

 

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17 014 賴泳嵩 (新竹安安) 045 吳昶宏 (永安附幼)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18 022 游瑋筑 (北市長春)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19 002 沈宏謙 (新竹興隆) 033 蘇敬哲 (市大附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3 人 

20 036 劉哲呈 (北市華興) 046 吳昶佑 (北市復興) 09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21 097 侯安伃 (台北東門) 123 張芃竹 (苗栗建功)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22 030 洪仕驛 (國語實小) 098 鐘晨恩 (中港國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3 人 

23 004 林芷筠 (新竹興隆) 025 袁瓏 (秀山國小) 116 丁之喬 (北市忠孝) 
 

 

場次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24 029 劉祐呈 (北市華興) 122 蘇彥宇 (苗栗啟文)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二屆青年盃自由式滑輪溜冰錦標賽

分  組  名  冊

12
UNIVERSIADE

TAIPEI2 17
『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在臺北!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4 人 

25 09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034 林稚凱 (新北重慶) 031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07 呂嘉翰 (新北板橋)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26 039 李晏綾 (北市建安) 
   

 

場次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27 044 潘柏均 (北市古亭) 
   

 

場次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28 032 蘇柔蓉 (市大附小) 121 蘇彥云 (苗栗啟文)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5 人 

29 027 賴徐捷 (光明國中) 038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92 周柏崴 (成淵中學) 

094 張唯仁 (中山國中) 120 王睿登 (西湖國中) 
  

 

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2 人 

30 005 黃昱瑄 (建成中學) 028 邱映瑄 (明湖中學) 
  

 

場次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1 人 

31 117 孫秀絹 (育成高中)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7 人 

32 001 李翌楷 (東吳大學) 057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58 林冠丞 (景文科大) 

086 郭力瑋 (明志科大) 090 林昇賢 (明志科大) 091 蘇倍成 (明志科大) 

130 周  奐 (台北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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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5 人 

33 006 張芳瑜 (德霖技術) 037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59 陳嘉瑩 (景文科大) 

087 謝宛榛 (明志科大) 088 簡彣羽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雙足 S形 共 3 人 

34 060 王舜量 (社會組) 110 林柏宇 (彼得潘) 112 楊翔宇 (彼得潘) 
 

 

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35 014 賴泳嵩 (新竹安安)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36 022 游瑋筑 (北市長春)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37 002 沈宏謙 (新竹興隆) 033 蘇敬哲 (市大附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3 人 

38 036 劉哲呈 (北市華興) 083 林均頤 (台北興隆) 09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39 097 侯安伃 (台北東門) 123 張芃竹 (苗栗建功)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40 030 洪仕驛 (國語實小) 098 鐘晨恩 (中港國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41 004 林芷筠 (新竹興隆) 025 袁瓏 (秀山國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42 122 蘇彥宇 (苗栗啟文) 029 劉祐呈 (北市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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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4 人 

43 09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034 林稚凱 (新北重慶) 031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07 呂嘉翰 (新北板橋) 
   

 

場次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44 032 蘇柔蓉 (市大附小) 121 蘇彥云 (苗栗啟文)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5 人 

45 027 賴徐捷 (光明國中) 038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92 周柏崴 (成淵中學) 

094 張唯仁 (中山國中) 120 王睿登 (西湖國中) 
  

 

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46 005 黃昱瑄 (建成中學) 028 邱映瑄 (明湖中學)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3 人 

47 001 李翌楷 (東吳大學) 057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86 郭力瑋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3 人 

48 035 溫瑞玲 (世新大學) 037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59 陳嘉瑩 (景文科大)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3 人 

49 060 王舜量 (社會組) 110 林柏宇 (彼得潘) 112 楊翔宇 (彼得潘) 
 

 

場次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0 026 孫麗晴 (社會組) 
   

 

場次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1 019 李柏諺 (永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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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7 人 

52 126 謝承恆 (開礦國小) 113 許峻維 (新北金龍) 102 李語翔 (大湖國小) 

013 林靖宸 (新竹博愛) 008 陳冠熹 (光復國小) 011 廖冠捷 (新竹三民) 

012 賴泳崐 (新竹博愛)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7 人 

53 103 周子薰 (北市博愛) 099 鐘晨芸 (中港國小) 080 林家伃 (北市博愛) 

048 張祐瑄 (仁愛國小) 021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18 林欣潁 (永和國小) 

017 張芷瑜 (及人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4 016 滑彥凱 (永平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5 023 范子聿 (秀山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6 073 林倚樂 (大直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7 020 高葦庭 (萬興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1 人 

58 015 趙宇晟 (及人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59 024 范予僖 (秀山國小) 096 侯鈞諺 (台北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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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6 人 

60 127 林敏桀 (苗栗福星) 071 高詩婷 (北市興雅) 066 陳志蘋 (北市興雅) 

054 王鈺瑋 (北市長安) 041 劉胤彤 (武崙國小) 003 廖苡安 (新竹三民) 
 

 

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瑪莉 S形 共 2 人 

61 119 王定鏞 (北市民生) 076 周玄翔 (永吉國中) 
  

 

場次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62 019 李柏諺 (永和民生)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4 人 

63 017 張芷瑜 (及人國小) 018 林欣潁 (永和國小) 021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48 張祐瑄 (仁愛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4 人 

64 016 滑彥凱 (永平國小) 047 彭維賾 (埔墘國小) 061 曾彥鈞 (北市興雅) 

115 沈書亞 (北市修德)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65 023 范子聿 (秀山國小) 
   

 

場次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66 014 賴泳嵩 (新竹安安) 045 吳昶宏 (永安附幼) 
  

 

場次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67 022 游瑋筑 (北市長春)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68 002 沈宏謙 (新竹興隆) 033 蘇敬哲 (市大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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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4 人 

69 093 周柏諦 (北市蓬萊) 083 林均頤 (台北興隆) 046 吳昶佑 (北市復興) 

036 劉哲呈 (北市華興)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70 123 張芃竹 (苗栗建功) 097 侯安伃 (台北東門)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4 人 

71 040 洪奕齋 (思賢國小) 073 林倚樂 (大直國小) 077 彭映天 (北市永安) 

100 孟令崴 (北市修德) 
   

 

場次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72 020 高葦庭 (萬興國小) 
   

 

場次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3 人 

73 015 趙宇晟 (及人國小) 074 魏紹紘 (福林國小) 128 林博彥 (苗栗福星)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74 024 范予僖 (秀山國小) 096 侯鈞諺 (台北東門) 
  

 

場次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3 人 

75 041 劉胤彤 (武崙國小) 066 陳志蘋 (北市興雅) 127 林敏桀 (苗栗福星) 
 

 

場次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76 063 林韋彤 (北市興雅) 
   

 

場次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77 076 周玄翔 (永吉國中) 119 王定鏞 (北市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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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78 081 楊蒨昀 (萬華國中)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79 030 洪仕驛 (國語實小) 098 鐘晨恩 (中港國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80 025 袁瓏 (秀山國小) 
   

 

場次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81 122 蘇彥宇 (苗栗啟文) 029 劉祐呈 (北市華興)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4 人 

82 095 陳建廷 (北市內湖) 034 林稚凱 (新北重慶) 031 鄭光喆 (新北海山) 

007 呂嘉翰 (新北板橋) 
   

 

場次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83 039 李晏綾 (北市建安) 
   

 

場次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84 044 潘柏均 (北市古亭) 
   

 

場次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85 032 蘇柔蓉 (市大附小) 121 蘇彥云 (苗栗啟文) 
  

 

場次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5 人 

86 027 賴徐捷 (光明國中) 038 周祈佑 (北市大安) 092 周柏崴 (成淵中學) 

094 張唯仁 (中山國中) 120 王睿登 (西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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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2 人 

87 005 黃昱瑄 (建成中學) 028 邱映瑄 (明湖中學) 
  

 

場次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1 人 

88 117 孫秀絹 (育成高中) 
   

 

場次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6 人 

89 001 李翌楷 (東吳大學) 057 許順富 (景文科大) 085 謝政霖 (明志科大) 

086 郭力瑋 (明志科大) 089 王孔廷 (明志科大) 090 林昇賢 (明志科大) 
 

 
場次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5 人 

90 087 謝宛榛 (明志科大) 059 陳嘉瑩 (景文科大) 035 溫瑞玲 (世新大學) 

037 林穎真 (北市立大) 006 張芳瑜 (德霖技術) 
  

 

場次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單足 S形 共 5 人 

91 112 楊翔宇 (彼得潘) 111 王聖文 (彼得潘) 110 林柏宇 (彼得潘) 

060 王舜量 (社會組) 056 余嘉浤 (動感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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