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106年第三十五屆中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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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地點：迎風溜冰場( B 場場)
比賽日期：106 年 12 月 3 日(日)

上午八點

分組項目：
(一)選手組快速過角標：
開放項目：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開放組別：幼童組、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國中組、高中組、大專校院組、社會組
以上組別皆分為男子、女子組
(二)新人組快速過角標：
限從未在民國 106(含)年之前於全國總統盃及會長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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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退還報名費。

開放項目：a.前進雙足 S 形 b.前進單足 S 形 c.前進交叉形
開放組別：幼童組、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國中組、高中組、大專校院組、社會組
以上組別皆分為男子、女子組
(三)初級組快速過角標：
限從未在民國 106(含)年之前於全國中正盃、總統盃、會長盃、臺北市中正盃、臺北市青年盃報名參賽未
獲得前三名者，如發現違反規定者取消名次並不退還報名費。
註：若參賽組別達五人未達六人，取前兩名；若參賽組別達四人未達五人，僅取第一名

開放項目：a.前進雙足 S 形
開放組別：幼童組、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以上組別皆分為男子、女子組

速度角標選手組、新人組、初級組競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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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組別人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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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號碼布應別在選手背面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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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之後將
不允許身體有任何的動作，否則將視為一個起跑違規。
(8) 初級組選手及新人組選手使用之輪鞋，輪徑不可超過 80mm，違者將取消資格
(9) 初級組選手不得同時報名新人組同一項目，可報名新人組不同項目，若於報名
時，填寫為新人組項目，將自動提升組別至新人組，選手及相關人等不得有異
議。
(10) 各項目角標間距：
初級組
組別

前溜單足 S 形

前溜雙足 S 形

前進交叉形

起跑距離：8 m

起跑距離：8 m

角標間距：1.2 m

角標間距：1.2 m

角標數： 17 個

角標數： 17 個

雙足 S 形
幼童組

起跑距離：8 m
起跑距離：8 m

國小一年級

角標間距：1.2 m
角標間距：1.6 m

國小二年級

角標數：17 個
角標數：13 個

國小三~六年級

國小三~六年級

起跑距離：12 m

國中、高中組
無開放此項目

角標間距：0.8 m

大專、社會組
角標數：20 個

報名方式：請使用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自由式組網站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1 日止。
自由式報名聯絡人：曾大宇 0926-352-736 電子信箱 dayufish@gmail.com

注意事項
★報名後，繳交報名費經確認後完成報名手續；報名期限內費用未繳視同未報名。
★自由式速度角標報名費：500元可報名一項，初級組不得跨組報名同一項目，每增加一個
項目加收100元，費用包含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報名費請依照線上報名繳費方式於期限內繳費完成，否則代碼將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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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或公告相關事宜。
★因比賽場地為室外場地，若雨勢過大無法進行比賽，將於前一日統一公告是否延賽，延
期方式將延至下周六，若下周六仍然無法進行，將延至下周日舉辦，延期方式依此類推，
若遇大型賽事或活動將續延後一周辦理。
★報名前須審慎考量相關注意事項，若因上述原因而無法前來者，將扣除相關行政費用
30%後統一退還，敬請見諒。
獎勵：
★「團隊總冠軍」之獎項，不分北市及外縣市，將名次統整後依照下列方式統一計分
單項人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六人(含以上)

7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五人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四人

4分

3分

2分

1分

三人

3分

2分

1分

兩人

2分

一人

1分

1分

團隊積分將以同一帳號報名為主，若不同帳號報名且教練、領隊為同一人，將不另行合併
★團體積分總冠軍將獲得獎盃乙座，報名人數若超過200人，頒發獎金2000元，報名人數每
超過100人皆增加獎金1000元，依此類推。
★為保有北市選手之成績，將獎勵分為臺北市及外縣市組，並依成績分開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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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未能獲得前六名選手，可於賽後七天內向本會提出申請完賽證明，並於期限內繳交行
政費用及掛號費用，製作完成後將以掛號之方式寄出給各領隊或教練。
★比賽成績將由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保存，並公告於本組網站。
★大會保有對賽程規章更改修正之權力，如有修正相關規定，將於本組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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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有大會相關秩序，以及賽事進行順暢，對於大會、賽務、比賽成績等異議者，請轉
達領隊(教練)，並由領隊(教練)代為申訴，個人訴訟者皆不受理。
★若對於成績裁決有相關問題，請於該場次賽事結束後十五分鐘內提出申訴，並繳交申訴
保證金3000元，由大會組成裁判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若審議通過並申訴成功者，將退還
保證金，若審議通過申訴不成功者，將不退還保證金。
★比賽場地將嚴禁選手以外人員進入，封鎖線區域內非工作人員禁止進入，凡經勸告後仍
尚未改善者，大會將禁止該團隊選手進行接下來的相關賽事，敬請見諒。

臺北市106年第三十五屆中正盃溜冰錦標賽自由式輪滑
賽程表
以下賽程時間僅提供參考，現場依照大會檢錄組廣播為最終依據
檢錄三次未到視同棄權，選手及相關人士不得以檢錄時間做為申訴之依據

預計比賽時間

場次

級別

組別

性別

項目

場區 人數

場次 1

初級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4

場次 2

初級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3

初級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8

場次 4

初級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9

08:00

場次 5

初級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2

|

場次 6

初級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2

09:00

場次 7

初級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23

場次 8

初級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1

場次 9

初級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23

場次 10

初級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9

場次 11

初級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42

09:00

場次 12

初級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2

|

場次 13

初級組

幼童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20

10:00

場次 14

初級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7

場次 15

新人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8

場次 16

新人組

社會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

場次 17

新人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7

場次 18

新人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6

場次 19

新人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2

場次 20

新人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5

場次 21

新人組

國中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09:00

場次 22

新人組

幼童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4

|

場次 23

新人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7

10:00

場次 24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8

場次 25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1

場次 26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6

場次 27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2

場次 28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6

10:00

場次 29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9

|

場次 30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8

10:30

場次 31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0

場次 32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0

場次 33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0

場次 34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7

場次 35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8

場次 36

選手組

1

幼童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0:00

場次 37

選手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

|

場次 38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5

10:30

場次 39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

場次 40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41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

場次 42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6

場次 43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44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7

場次 45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6

場次 46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6

場次 47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4

10:30

場次 48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6

|

場次 49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11:00

場次 50

選手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10

場次 51

選手組

國中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52

選手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53

選手組

高中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54

選手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4

場次 55

選手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1

場次 56

選手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57

選手組

社會

女子組 前進雙足 S 型 B 場

2

場次 58

新人組

幼童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2

場次 59

新人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6

場次 60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7

場次 61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0

場次 62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21

場次 63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2

場次 64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9

場次 65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9

場次 66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9

場次 67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5

場次 68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1

場次 69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2

場次 70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8

場次 71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7

場次 72

新人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3

場次 73

新人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3

場次 74

新人組

高中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75

新人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7

場次 76

新人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5

11:00
|
12:00

場次 77

新人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7

場次 78

新人組

社會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79

選手組

幼童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

場次 80

選手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81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5

場次 82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83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

場次 84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3

場次 85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5

場次 86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3

場次 87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7

12:00

場次 88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5

|

場次 89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6

12:20

場次 90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4

場次 91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6

場次 92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3

場次 93

選手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0

場次 94

選手組

國中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4

場次 95

選手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2

場次 96

選手組

高中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3

場次 97

選手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3

場次 98

選手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99

選手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A場

1

場次 100 選手組

社會

女子組

前進交叉型

B場

1

場次 101 新人組

幼童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2

場次 102 新人組

幼童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1

12:20

場次 103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11

|

場次 104 新人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5

12:40

場次 105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14

場次 106 新人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6

場次 107 選手組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1

場次 108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場次 109 選手組 國小一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1

場次 110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2

場次 111 選手組 國小二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112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12:40

場次 113 選手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

場次 114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7

13:00

場次 115 新人組 國小三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116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9

幼童

場次 117 新人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4

場次 118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12:40

場次 119 新人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5

|

場次 120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7

13:00

場次 121 新人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4

場次 122 新人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123 新人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4

場次 124 新人組

高中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1

場次 125 新人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場次 126 新人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127 新人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7

場次 128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6

13:00

場次 129 選手組 國小四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4

|

場次 130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13:30

場次 131 選手組 國小五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4

場次 132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7

場次 133 選手組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134 選手組

國中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10

場次 135 選手組

國中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3

場次 136 選手組

高中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137 選手組

高中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4

13:00

場次 138 選手組

大專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5

|

場次 139 選手組

大專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1

13:30

場次 140 選手組

社會

男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A 場

3

場次 141 選手組

社會

女子組 前進單足 S 型 B 場

2

臺北市106年第三十五屆中正盃溜冰錦標賽自由式輪滑
團隊名冊
屏東亮點直排輪

教練：宋明明

/ 領隊：宋明明

/ 經理：

0238 張建昱 (屏東縣屏東大同國中)

0384 黃奕珊 (屏東縣屏東內埔國中)

0423 林柏宏 (屏東縣屏東榮華國小)

0249 徐孝辰 (屏東縣屏東榮華國小)

台北市三民國小

教練：林祐伃

/ 領隊：張正霖

選手人數及名冊：5 人

0044 莊子碩 (屏東縣屏東東寧國小)

/ 經理：顏秀吉

選手人數及名冊：6 人

0280 郭庭川 (臺北市三民國小)

0486 李泓毅 (臺北市三民國小)

0172 林逢源 (臺北市三民國小)

0338 蔡詠真 (臺北市三民國小)

0158 宋采穎 (臺北市三民國小)

0289 莊惟媗 (臺北市三民國小)

北大愛輪家族

教練：張世傳、吳忠勤

/ 領隊：張世傳

/ 經理：吳忠勤

選手人數及名冊：23 人

0059 曾秉鑫 (新北市大同國小)

0257 連梓云 (新北市北大愛輪家族)

0454 連韋涵 (桃園縣桃園市私立小牛
津幼兒園)

0291 連韋傑 (桃園縣桃園市私立小牛
津幼兒園)

0009 蔡汶昕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
小)

0408 秦仕宇 (新北市有木國小)

0282 秦仕軒 (新北市有木國小)

0100 陳芃妡 (新北市北大國小)

0193 孫嘉辰 (新北市龍埔國小)

0232 胥育睿 (新北市龍埔國小)

0003 賴昶宇 (新北市介壽國小附幼)

0320 陳威淇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0113 蔣雨希 (新北市龍埔國小)

0414 蔣雨潔 (新北市龍埔國小)

0005 曹宥愷 (新北市北大國小)

0497 邱柏叡 (新北市桃子角國小)

0430 陳昱樺 (新北市龍埔國小)

0043 江禹嫻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0021 簡子玹 (新北市龍埔國小)

0051 林子云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1014 張絲絲 (新北市裕德幼兒園)

1015 倪苡桔 (新北市五寮國小)

1016 謝炘穎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SpeedShow

教練：潘彥廷

/ 領隊：葉一凡

/ 經理：潘彥綸

選手人數及名冊：6 人

0070 葉一凡 (新北市 SpeedShow)

0152 潘彥綸 (新北市 SpeedShow)

0197 陳瑋珩 (新北市 SpeedShow)

0026 陳冠瑋 (新北市 SpeedShow)

0431 李佳穎 (新北市 SpeedShow)

0151 許濟顯 (新北市 SpeedShow)

鼠碼寶貝

教練：林祐伃/傅詩敏

/ 領隊：林祐伃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1 人

0103 吳育鎧 (臺北市大同國小)

魔速直排輪

教練：朱啟維 / 領隊：鄭婷予 / 經理：陳獄成

選手人數及名冊：14 人

0277 陳姿妤 (新竹縣十興國小)

0092 鄭歆弘 (新竹縣竹北國小)

0339 林靖宸 (新竹縣博愛國小)

0448 張紘嘉 (新竹縣桃山國小附幼)

0410 詹淑玟 (新竹縣博愛國小)

0514 詹秉軒 (新竹縣博愛國小)

0130 郭守庠 (新竹市關東國小)

0286 郭靖騰 (新竹市光明幼稚園)

0496 沈宏謙 (新竹縣興隆國小)

0035 蔡睿昂 (新竹市國立實驗中學小
學部)

0161 蔡睿愷 (新竹市東門國小)

0432 許羽均 (新竹縣安興國小)

0188 許宜蓁 (新竹市台積幼兒園)

0138 黃品軒 (新竹縣東興國小)

TopSkating

/ 領隊：巫金岳

教練：巫金岳/李筱茹

/ 經理：巫金岳

選手人數及名冊：6 人

0146 王宥森 (臺北市仁愛國小)

0090 施羽仲 (新北市後埔國小)

0226 石彧嘉 (臺北市古亭國小)

0476 林云晴 (臺北市和平國小)

0376 林宥郡 (臺北市台北市私立大大
樹幼兒園)

0421 林伯恩 (臺北市國語實小)

黑蝙蝠溜冰隊

教練：曾大宇

0283 蘇心恬 (新北市板橋國小)

/ 領隊：曾大宇 / 經理：曾大宇

0276 李品潔 (臺北市大湖國小)

選手人數及名冊：4 人

0374 蔡傑丞 (臺北市誠正國中)

0017 蔡盛傑 (臺北市誠正國中)

教練：謝牧倫

/ 領隊：謝牧倫 / 經理：

0008 謝牧倫 (台中市台北市立大學)

好酷樂活

選手人數及名冊：2 人

0284 楊昊恩 (臺北市建安國小)

教練：王孟研、周峰民

/ 領隊：周峰民

/ 經理：無

選手人數及名冊：7 人

0137 陳宥綱 (臺北市金華國小)

0393 謝艾玲 (新北市永福國小)

0375 蔡佾呈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0200 江承祐 (臺北市五常國小)

0298 李沁恩 (新北市五華國小)

0069 江定軒 (臺北市長春國小)

0048 游知宣 (臺北市士林國小)

鷹速直排輪

教練：張友倫/林建妤

/ 領隊：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36 人

0114 陳宥綸 (新北市麗林國小)

0127 黃柏翔 (臺北市西松國小)

0187 吳泓羿 (臺北市民權國小)

0013 向翊岑 (臺北市民權國小)

0473 董思妤 (臺北市民權國小)

0089 吳孟蓁 (臺北市民權國小)

0189 林洺緯 (臺北市永安國小)

0442 陳歆媛 (臺北市民族國小)

0142 張鈊宇 (臺北市民生國小)

0331 吳宜璇 (臺北市臺北市立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

0224 張茗 (臺北市民權國小)

0091 林祐樂 (臺北市民生國小)

0519 孫士益 (臺北市民生國小)

0183 林子恩 (臺北市華興小學)

0341 陳歆甯 (臺北市民族國小)

0128 陳若蕎 (臺北市大直國小附設幼
稚園)

0098 王思文 (臺北市立德幼兒園)

0095 劉祥丞 (臺北市松山幼兒園)

0171 張友倫 (臺北市鷹速溜冰隊)

0498 劉嘉鈞 (臺北市無)

0082 楊政翰 (臺北市明德國小)

0382 張璿 (臺北市民權國小)

0348 曾懿謙 (臺北市台北市古亭國
小)

0487 廖亦捷 (臺北市石牌國小)

0466 廖嘉哲 (臺北市石牌國小)

0378 張幃涵 (臺北市博愛國小)

0239 林宥儀 (臺北市石牌國小)

0304 廖羿捷 (臺北市石牌國小)

0361 林岑 (臺北市石牌國小)

0333 黃冠捷 (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0144 陳業元 (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0468 張峻瑋 (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0441 賴信甫 (臺北市無)

0057 劉倚如 (臺北市無)

0115 王葳媛 (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珍 plus

教練：林冠儀/林祐伃 / 領隊：林冠儀/林祐伃

/ 經理：林冠儀/林祐伃

選手人數及名冊：6 人

0515 江凱仁 (臺北市龍田里)

0270 謝亦鈞 (新北市龍田里)

0251 鄭立晨 (新北市景美國小)

0386 陳威利 (臺北市大佳國小)

0505 李元翔 (臺北市龍田里)

0325 李仲恩 (臺北市龍田里)

興雅國小直排輪

教練：謝上凱/卓雅雲/高乃鈞

/ 領隊：宮文卿

/ 經理：李世豪

選手人數及名冊：69 人

0106 黃詩涵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343 翁千崴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201 區晉愷 (臺北市興雅國小)

0407 韓千賀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49 陳姵羽 (臺北市興雅國小)

0479 王品皓 (臺北市中山國小)

0509 江奇鴻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57 梁羽媃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15 梁椉甯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50 梁品期 (臺北市龍安國小)

0389 林煜宸 (臺北市光復國小)

0516 林煒軒 (臺北市民族國小)

0510 林歆倫 (臺北市光復國小)

0037 林函妤 (臺北市博愛國小)

0456 林仕杰 (臺北市西湖國小)

0166 林亭汝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16 李松樺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109 曾彥鈞 (臺北市興雅國小)

0451 曾彥凱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96 張恩偉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79 廖品翔 (臺北市五常國小)

0203 呂亞霏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366 劉懿慧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159 余杰諾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19 林柏諺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0261 黃筱晴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36 謝易宏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44 楊博全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43 康鈞愷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25 楊曜寧 (臺北市興雅國小)

0278 陳沛妤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67 姜天淏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26 黃柏儒 (臺北市興雅國小)

0511 簡柏黌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63 林于芩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18 高新哲 (臺北市健康國小)

0306 黃振瑜 (臺北市大同國小)

0264 廖韋霖 (臺北市長安國小)

0340 鄭忠緯 (新北市快樂瑪莉安)

0418 梅千允 (臺北市娃娃果幼兒園)

0060 李允喬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61 許智凱 (新北市政府員工實驗幼
兒園)

0121 林宥研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40 張恩家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78 林荷庭 (新北市北新國小)

0380 梅拓允 (臺北市南門國小)

0288 林鈺芸 (臺北市思高幼兒園)

0453 賴香凝 (臺北市大豐國小)

0490 何昕遠 (臺北市華興國小)

0004 陳品倫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73 陳禹翰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64 蔡恩琳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98 陳思佳 (臺北市興雅國小)

0272 江其容 (臺北市興雅國小)

0235 江奇原 (臺北市興雅國小)

0469 吳宥萱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84 吳宥蓁 (臺北市興雅國小)

0111 李秉洋 (臺北市興雅國小)

0387 葉宥岑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45 葉鎧睿 (臺北市光仁國小)

0102 曹崴紘 (臺北市士東國小)

0011 鄭松緣 (新北市中信國小)

0076 郭彥岑 (新北市新莊國小)

0180 林憲宥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
中)

0501 溫浩佑 (臺北市興雅國小)

0445 陳薇琪 (臺北市興雅國小附幼)

動感精靈直排輪

教練：李懿蓓

/ 領隊：高林達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49 人

0269 黃馨云 (臺北市福德國小)

0087 高士軒 (臺北市台北教育大學)

0236 鄭光喆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0513 邱映瑄 (臺北市政治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0066 連家慶 (臺北市敦化國小)

0342 蘇柔蓉 (臺北市弘道國中)

0329 蘇敬哲 (臺北市台北市立大學附
小)

0223 王宥心 (新北市重慶國小)

0176 溫瑞玲 (臺北市動感精靈直排
輪)

0085 洪奕齋 (新北市思賢國小)

0023 張呈嘉 (臺北市內湖國小)

0237 吳安筑 (新北市昌隆國小)

0461 吳和磬 (新北市昌隆國小)

0125 熊天衣 (新北市昌隆國小)

0508 陳若庭 (新北市昌隆國小)

0162 林幸儀 (新北市昌隆國小)

0266 黃科融 (新北市昌隆國小)

0273 劉祐呈 (臺北市吉林國小)

0502 劉品璐 (臺北市吉林國小)

0153 吳冠霖 (新北市昌隆國小)

0229 張旭耀 (臺北市敦化國小)

0108 郭韋伶 (臺北市明湖國小)

0337 顏宏叡 (臺北市敦化國小)

0368 張珈瑜 (新北市昌隆國小)

0434 朱俊宇 (臺北市明湖國小)

0334 郭韋彤 (臺北市明湖國小)

0352 蘇丞睿 (新北市昌隆國小)

0039 金科霖 (臺北市靜心小學)

0205 蔡詠筌 (臺北市動感精靈直排
輪)

0240 鐘友謙 (新北市永和國小)

0285 陳緗旂 (臺北市敦化國小)

0419 許暐仟 (臺北市明湖國小)

0227 林詠怜 (臺北市明湖國小)

0447 郭倢瑛 (新北市淡江大學)

0054 湯詠琳 (新北市淡江大學)

0485 簡鴻信 (臺北市明湖國小)

0324 林子璿 (臺北市明湖國小)

0119 葉立帆 (新北市重慶國小)

0120 楊恩頊 (臺北市敦化國小)

0243 蘇鍇勛 (臺北市敦化國小)

0279 謝云蓁 (臺北市敦化國小)

0096 郭蕓萱 (臺北市敦化國小)

0185 吳愷洋 (臺北市明湖國小)

0105 楊証偉 (新北市淡江大學)

0016 劉祐呈 (臺北市麗山國中)

0199 劉哲呈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
等學校小學部)

0373 林錦陽 (新北市淡江大學)

0318 陳子捷 (新北市淡江大學)

0093 張晏軒 (新北市重慶國小)

Cooper 溜冰隊

教練：鄒昊諺

/ 領隊：沈亞慧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27 人

0202 盧泊廷 (臺北市南海實幼兒園)

0309 吳泊翰 (臺北市南海實幼兒園)

0394 莊聖平 (新北市臻寶園幼兒園)

0029 蕭以承 (臺北市雙連幼兒園)

0517 曾歆予 (臺北市多元智慧幼兒
園)

0436 劉行之 (臺北市瑪麗安幼兒園)

0136 楊蕎澤 (臺北市新東湖幼兒園)

0322 王丞維 (臺北市東湖幼兒園)

0465 王丞豪 (臺北市東湖國小)

0204 林峻楷 (臺北市清江國小)

0504 游紫淇 (臺北市逸仙國小)

0426 洪煜宸 (新北市純德國小)

0083 鄭濬翊 (新北市鄧公國小)

0362 莊勝博 (新北市新市國小)

0139 陳首全 (新北市新市國小)

0395 陳首汛 (新北市新市國小)

0034 陳泱瑾 (新北市新市國小)

0022 尹亮玉 (臺北市北投國小)

0055 張晉綸 (臺北市關渡國小)

0420 黃宥恩 (新北市新市國小)

0018 江莘蕾 (新北市新市國小)

0014 邱奕翰 (新北市新市國小)

0028 翁頎恩 (臺北市北投國小)

0422 黃子馨 (臺北市明德國小)

0248 盧祈恩 (臺北市北投國小)

0360 吳育全 (新北市 cooper 溜冰隊)

0047 魏嘉祥 (新北市 cooper 溜冰隊)

東新國小暨喵喵蛙

教練：牟志嵩

/ 領隊：牟志嵩

/ 經理：牟志嵩

選手人數及名冊：72 人

0372 黃晨瑜 (臺北市民生國小)

0346 高心愛 (臺北市芝山國小)

0494 陳昱碩 (臺北市博愛國小)

0446 陳冠衣 (臺北市博愛國小)

0484 陳乾佑 (新北市新北 ckids 幼兒
園)

0328 陳之浩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50 陳之帆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49 闕成勳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01 鄭浩愷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82 鄭妤嫻 (臺北市東新國小)

0246 鄭博侖 (臺北市東新國小)

0383 鄭以濠 (臺北市南港高中國中
部)

0327 郭仲軒 (臺北市東新國小附幼)

0335 邱姵媗 (臺北市雙連幼兒園)

0345 連睿捷 (臺北市東新國小)

0133 賴芊若 (新北市網溪國小)

0244 陳允聞 (臺北市玉成國小)

0141 莊秉原 (臺北市三玉國小)

0186 潘欣彤 (臺北市北市華興國小)

0094 潘宇浩 (臺北市天母國小)

0477 涂昊勻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68 楊永浩 (臺北市金華國小)

0170 楊永晴 (臺北市東門國小附幼)

0274 林靜彤 (臺北市薇閣國小)

0295 林煜凱 (臺北市東新國小)

0140 林冠佑 (臺北市東新國小)

0287 李東漢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58 彭晨晞 (臺北市西松國小)

0392 張瑋恩 (臺北市東新國小)

0305 古成軒 (臺北市明湖國小)

0308 古幸安 (臺北市明湖國小)

1017 劉勁霆 (臺北市東新國小)

0299 陳冠霖 (新竹市龍山國小)

0370 高楷恩 (新北市網溪國小)

0165 徐翰翔 (新北市秀朗國小)

0462 許友睿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小)

0065 蕭哲敦 (臺北市幸安國小)

0379 王子升 (新北市網溪國小)

0198 徐逸帆 (新北市巧可麗幼兒園)

0303 徐睿廷 (新北市永平國小)

0182 賴晉毅 (新北市網溪國小)

0041 康祐睿 (新北市頂溪國小)

0218 蔡紹禹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

0354 陳冠之 (臺北市博愛國小)

0433 簡鈺潔 (新北市永福國小)

0088 黃俊愷 (臺北市博愛國小)

0429 宋允言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

0195 吳念潔 (臺北市三玉國小)

0175 曾詠晴 (臺北市明德國小)

0263 吳松燁 (臺北市天母國小)

0217 潘宇瀚 (臺北市天母國小)

0301 李韋儀 (新北市巧可麗幼兒園)

0300 林均翔 (新北市中和國小)

0391 張詠晴 (新北市中和國小)

0292 張礪升 (新北市巧可麗幼兒園)

0177 吳宣瑢 (臺北市新湖國小)

0148 劉丞珊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97 林冠毅 (臺北市東新附幼)

0020 賴鈺蓁 (臺北市東新國小)

0221 楊承翰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39 賴宥綸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42 陳亭瑄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27 王琪 (臺北市東新國小)

0356 楊博鈞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52 陳思晴 (臺北市東新國小)

0213 邱宜萱 (臺北市東新國小)

0145 曾柔恩 (臺北市東新國小)

0464 康娜娜 (臺北市 TMIS 長華國際
蒙特梭利實驗學校)

0316 蔡紫茵 (新北市永平國小)

0518 鄒昀萱 (臺北市薇閣國小)

1003 吳沛齊 (臺北市雨農國小)

1013 楊承勳 (臺北市東新國小)

Defly 逆飛輪

教練：金暐皓

/ 領隊：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10 人

0463 普浩博 (桃園縣德龍國小)

0478 徐名道 (桃園縣三和國小)

0474 鄭宥辰 (桃園縣德龍國小)

0190 謝震錡 (桃園縣石門國小)

0149 趙晏聆 (桃園縣石門國小)

0206 李宜蓁 (桃園縣興國國小)

0134 張可蓁 (桃園縣東安國小)

0046 劉芊郁 (桃園縣日春幼兒園)

0228 劉睿淇 (桃園縣日春幼兒園)

0163 林宇恩 (桃園縣興國國小)

明德補習班

教練：張芳瑜 / 領隊：張芳瑜

0371 張芳瑜 (新北市 Minder)

/ 經理：張芳瑜

0492 施幃馨 (新北市 Minder)

選手人數及名冊：4 人

0390 林心愉 (臺北市胡適國小)

0241 林之筠 (臺北市胡適國小)

彼得潘直排輪

教練：楊翔宇

/ 領隊：王聖文 / 經理：莊子賢

選手人數及名冊：66 人

0110 黃致瑋 (臺北市吳興國小)

0471 高可昕 (臺北市木柵國小)

0321 駱芸婷 (新北市莒光國小)

0500 陳奐丞 (臺北市木柵國小)

0253 陳亮宇 (臺北市木柵國小)

0267 鐘晨芸 (臺北市中山國小)

0208 鐘晨恩 (臺北市中山國小)

0215 賴宥溱 (新北市海山國小)

0225 賴亭孜 (臺北市木柵國小)

0220 蔡兆飛 (臺北市士東國小)

0377 蔡佩璇 (臺北市木柵國小)

0230 游棋翔 (臺北市木柵國小)

0031 林曉擎 (臺北市木柵國小)

0369 李韋德 (臺北市東門國小)

0168 朱苡瑄 (新北市安和國小)

0265 曾芃嘉 (臺北市吳興國小)

0475 周柏諦 (臺北市蓬萊國小)

0281 周恩綺 (臺北市博愛國小)

0349 周子薰 (臺北市博愛國小)

0169 劉人豪 (新北市海山國小)

0313 劉以琳 (臺北市武功國小)

0104 何彩嫣 (新北市北新國小)

0428 洪彩瑄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0311 傅子恬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0030 呂亭諾 (新北市輔仁大學)

0307 張可芳 (臺北市吳興國小)

0135 陳羿宇 (臺北市吳興國小)

0336 陳思瑋 (臺北市吳興國小)

0402 黃美雅 (臺北市吳興國小附幼)

0480 林昊言 (臺北市吳興國小)

0126 姜愷 (臺北市吳興國小)

0437 鄭安哲 (臺北市吳興國小)

0315 黃筠軒 (臺北市吳興國小)

0403 許旂菲 (新北市後埔國小)

0409 蘇湘晴 (新北市立信幼兒園)

0207 張唯仁 (臺北市師大附中)

0312 李品葳 (臺北市新生國小)

0405 潘品蓁 (新北市文德國小)

0472 周宸安 (新北市文德國小)

0157 張博安 (臺北市西園國小)

0332 邱宇涵 (臺北市士東國小)

0160 呂嘉翰 (新北市中山國中)

0302 駱芸斐 (新北市蘇格拉底幼兒
園)

0435 陳永騰 (新北市昌平國小)

0412 莊劭軒 (臺北市木柵國小)

0455 何筱婷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297 李弗諼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399 劉祥威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401 陳力瑜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358 陳立軒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052 林繼冕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

0317 侯鈞諺 (臺北市弘道國中)

0073 侯安伃 (臺北市東門國小)

0214 周柏崴 (臺北市內湖高工)

0415 陳建廷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62 倪詣超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54 高筑恩 (臺北市木柵國小)

0012 張佳蓉 (臺北市木柵國小)

0416 林胤斈 (臺北市木柵國小)

0209 蔡明穎 (臺北市東門國小)

0351 楊翔宇 (新北市彼得潘直排輪)

0174 吳沄蓒 (新北市埔墘國小)

1002 薛功華 (新北市海山國小)

1001 倪采彤 (臺北市蓬萊國小附幼)

1008 林柏辰 (臺北市木柵國小)

1011 廖子寧 (臺北市木柵國小)

極限小子

教練：黃明嵩、吳瑞財

/ 領隊：林映儀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49 人

0425 姜亭安 (新北市中和國小)

0350 姜博凱 (新北市中和國小)

0242 許至曦 (桃園縣南美國小)

0397 許至騫 (桃園縣南美國小)

0512 陳牧云 (桃園縣建國國小)

0080 江旺霖 (新北市麗園國小)

0493 陳牧言 (桃園縣建國國小)

0233 蔡永綸 (新北市麗林國小)

0385 鄭九境 (桃園縣文欣國小)

0365 陳品諭 (桃園縣文欣國小)

0192 何俊宏 (新北市民安國小)

0156 何佩珊 (新北市民安國小)

0081 逄晴安 (新北市清水國小)

0396 李宸宇 (臺北市東門國小)

0179 李宸恩 (臺北市東門國小)

0123 郭景玄 (臺北市台北市立大學)

0058 游涵伃 (桃園縣南美國小)

0467 王宣淇 (新北市明志國小)

0259 李品亮 (新北市林口國小)

0247 廖彩憶 (臺北市東門國小)

0038 廖博政 (臺北市南門國小)

0216 陳彥慎 (新北市仁愛國小)

0323 陳欣彤 (新北市頭湖國小)

0245 王昱澄 (新北市時雨國中)

0211 王楷淳 (新北市醒吾高中)

0064 孔祥靜 (新北市麗林國小)

0231 孔祥諾 (新北市麗林國小)

0314 葉軒語 (新北市頭湖國小)

0178 葉君璋 (新北市頭湖國小)

0388 羅家澤 (新北市麗林國小)

0131 李品辰 (新北市南勢國小)

0250 吳政潾 (新北市微笑幼兒園)

0181 吳政葳 (新北市麗林國小)

0256 顏品碩 (新北市成州國小)

0077 温琹 (新北市成功國小)

0296 李燿辰 (新北市忠義國小)

0363 李芃彣 (新北市忠義國小)

0275 王竣弘 (新北市復興國小)

0147 王羿涵 (新北市竹林高中附設幼
兒園)

0293 葉書婷 (新北市極限小子)

0271 沈文賢 (新北市極限小子)

0404 張善富 (新北市永福國小)

0417 劉駿宇 (新北市忠義國小)

0072 聶楓 (新北市南勢國小)

0268 周育如 (桃園縣長庚幼兒園)

0194 周育帆 (桃園縣長庚幼兒園)

0381 周育安 (桃園縣長庚國小)

0459 林聖倫 (新北市丹鳳國中)

0132 劉懷文 (桃園縣長庚國小)

勇星滑輪隊

教練：黃冠儒、孫麗晴 / 領隊： / 經理：

選手人數及名冊：51 人

0056 吳寓喬 (新北市五股更新幼兒
園)

0347 詹雅瑄 (新北市北大幼兒園)

0488 胡曾博 (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
校)

0027 蔡承勳 (新北市集美國小)

0507 詹曜駿 (新北市成功國小)

0262 吳秉潔 (新北市蘆洲國小)

0002 林秉承 (新北市忠義國小)

0424 楊鈞亞 (新北市仁愛國小)

0222 林濬程 (新北市成功國小)

0129 陳威銘 (新北市成功國小)

0481 李肇展 (新北市仁愛國小)

0503 李柏宥 (新北市仁愛國小)

0067 林裕家 (新北市成功國小)

0491 陳沐鈞 (新北市仁愛國小)

0438 盧嘉辰 (新北市仁愛國小)

0483 黃煜翔 (新北市仁愛國小)

0411 顏佑軒 (新北市成功國小)

0075 黃榆鈞 (新北市成功國小)

0294 林依柔 (新北市忠義國小)

0122 陳昀聖 (新北市成功國小)

0024 蕭昱糖 (新北市鷺江國中)

0367 童忻儀 (新北市三和國中)

0413 賈婕翎 (新北市兠群育幼兒園)

0450 范濬紳 (新北市三和何嘉仁幼兒
園)

0499 章耀云 (新北市成功國小)

0155 楊采潔 (新北市厚德國小)

0260 林雨桐 (新北市忠義國小)

0255 賈翔菱 (新北市鷺江國小)

0440 賈尚 (新北市仁愛國小)

0470 李宜峰 (新北市仁愛國小)

0033 陳可芸 (新北市仁愛國小)

0290 曾彥棠 (新北市忠義國小)

0212 楊育慈 (新北市厚德國小)

0191 林韋彤 (新北市厚德國小)

0330 張哲瑞 (新北市仁愛國小)

0032 謝少鈞 (新北市鷺江國小)

0234 張舒甯 (新北市仁愛國小)

0457 林妍甄 (新北市仁愛國小)

0101 吳謦佑 (新北市仁愛國小)

0112 黃冠儒 (新北市勇星滑輪隊)

0010 許恩慈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053 柯映彤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219 蘇若涵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

0359 楊承叡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

0117 鐘亦容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

0007 蘇楷城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

0252 鄭彥新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光
興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099 周彤恩 (新北市新北市三光國小
附設幼兒園)

0364 李家潁 (新北市新北市光興國民
小學)

風速直排輪

0210 李佩華 (新北市新北市光興國民
小學)

教練：葉宗侔 / 領隊：葉羅貴

/ 經理：葉于珊

1004 孫麗晴 (新北市勇星滑輪隊)

選手人數及名冊：17 人

0310 吳芙蓉 (花蓮縣私立海星中學)

0489 林冠佑 (花蓮縣國風國中)

0074 張佑竹 (花蓮縣國風國中)

0258 高薇媃 (花蓮縣明義國小)

0400 林泰民 (花蓮縣明義國小)

0506 戴瑋哲 (花蓮縣忠孝國小)

0443 許俊翔 (花蓮縣國風國中)

0019 王豈華 (花蓮縣中正國小)

0071 戴嘉祐 (花蓮縣忠孝國小)

0124 文宥謙 (花蓮縣忠孝國小)

0254 王于睿 (花蓮縣北昌國小)

0355 馬翌友 (花蓮縣明義國小)

0444 黃靖崴 (花蓮縣中正國小)

0084 文宣孺 (花蓮縣忠孝國小)

0495 黃莉恩 (花蓮縣花蓮市立幼兒
園)

0086 溫林巧 (花蓮縣秀林鄉立銅門幼
兒園)

0406 余承祐 (台南市私立南台科技大
學)

臺北市106年第三十五屆中正盃溜冰錦標賽自由式輪滑
分組名冊
場次1

【初級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478 徐名道 (三和國小)

0352 蘇丞睿 (昌隆國小)

共 4 人
0515 江凱仁 (龍田里)

0325 李仲恩 (龍田里)
場次2

【初級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289 莊惟媗 (三民國小)
場次3

0315 黃筠軒 (吳興國小)

【初級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3 人
0009 蔡汶昕 (鶯歌區鶯歌國小)
共 8 人

0423 林柏宏 (屏東榮華國小)

0249 徐孝辰 (屏東榮華國小)

0101 吳謦佑 (仁愛國小)

0270 謝亦鈞 (龍田里)

0251 鄭立晨 (景美國小)

0437 鄭安哲 (吳興國小)

0103 吳育鎧 (大同國小)

1002 薛功華 (海山國小)

場次4

【初級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9 人

0261 黃筱晴 (興雅國小)

0121 林宥研 (興雅國小)

0078 林荷庭 (北新國小)

0377 蔡佩璇 (木柵國小)

0473 董思妤 (民權國小)

0195 吳念潔 (三玉國小)

0452 陳思晴 (東新國小)

0390 林心愉 (胡適國小)

0154 高筑恩 (木柵國小)

場次5

【初級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2 人

0190 謝震錡 (石門國小)

0266 黃科融 (昌隆國小)

0273 劉祐呈 (吉林國小)

0007 蘇楷城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

0326 黃柏儒 (興雅國小)

0040 張恩家 (興雅國小)

0185 吳愷洋 (明湖國小)

0193 孫嘉辰 (龍埔國小)

0430 陳昱樺 (龍埔國小)

0028 翁頎恩 (北投國小)

0253 陳亮宇 (木柵國小)

1008 林柏辰 (木柵國小)

場次6

【初級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2 人

0162 林幸儀 (昌隆國小)

0491 陳沐鈞 (仁愛國小)

0158 宋采穎 (三民國小)

0063 林于芩 (興雅國小)

0279 謝云蓁 (敦化國小)

0096 郭蕓萱 (敦化國小)

0472 周宸安 (文德國小)

0089 吳孟蓁 (民權國小)

0248 盧祈恩 (北投國小)

0518 鄒昀萱 (薇閣國小)

0012 張佳蓉 (木柵國小)

1011 廖子寧 (木柵國小)

場次7

【初級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3 人

0153 吳冠霖 (昌隆國小)

0424 楊鈞亞 (仁愛國小)

0222 林濬程 (成功國小)

0129 陳威銘 (成功國小)

0481 李肇展 (仁愛國小)

0296 李燿辰 (忠義國小)

0386 陳威利 (大佳國小)

0324 林子璿 (明湖國小)

0243 蘇鍇勛 (敦化國小)

0093 張晏軒 (重慶國小)

0187 吳泓羿 (民權國小)

0013 向翊岑 (民權國小)

0230 游棋翔 (木柵國小)

0189 林洺緯 (永安國小)

0132 劉懷文 (長庚國小)

0282 秦仕軒 (有木國小)

0497 邱柏叡 (桃子角國小)

0300 林均翔 (中和國小)

0221 楊承翰 (東新國小)

0356 楊博鈞 (東新國小)

0348 曾懿謙 (台北市古亭國小)

0014 邱奕翰 (新市國小)

1013 楊承勳 (東新國小)

場次8

【初級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1 人

0276 李品潔 (大湖國小)

0334 郭韋彤 (明湖國小)

0234 張舒甯 (仁愛國小)

0457 林妍甄 (仁愛國小)

0338 蔡詠真 (三民國小)

0025 楊曜寧 (興雅國小)

0037 林函妤 (博愛國小)

0453 賴香凝 (大豐國小)

0210 李佩華 (新北市光興國民小
學)

0119 葉立帆 (重慶國小)

0332 邱宇涵 (士東國小)

0442 陳歆媛 (民族國小)

0142 張鈊宇 (民生國小)

0331 吳宜璇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0433 簡鈺潔 (永福國小)

0175 曾詠晴 (明德國小)

0391 張詠晴 (中和國小)

0213 邱宜萱 (東新國小)

0051 林子云 (桃子腳國小)

0018 江莘蕾 (新市國小)

1003 吳沛齊 (雨農國小)

場次9

【初級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3 人

0069 江定軒 (長春國小)

0460 顏宏叡 (敦化國小)

0229 張旭耀 (敦化國小)

0337 顏宏叡 (敦化國小)

0002 林秉承 (忠義國小)

0330 張哲瑞 (仁愛國小)

0032 謝少鈞 (鷺江國小)

0280 郭庭川 (三民國小)

0486 李泓毅 (三民國小)

0172 林逢源 (三民國小)

0509 江奇鴻 (興雅國小)

0264 廖韋霖 (長安國小)

0490 何昕遠 (華興國小)

0479 王品皓 (中山國小)

0344 楊博全 (興雅國小)

0485 簡鴻信 (明湖國小)

0120 楊恩頊 (敦化國小)

0126 姜愷 (吳興國小)

0091 林祐樂 (民生國小)

0118 高新哲 (健康國小)

0320 陳威淇 (桃子腳國小)

0218 蔡紹禹 (私立及人小學)

0500 陳奐丞 (木柵國小)

場次10

【初級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9 人

0125 熊天衣 (昌隆國小)

0502 劉品璐 (吉林國小)

0368 張珈瑜 (昌隆國小)

0212 楊育慈 (厚德國小)

0191 林韋彤 (厚德國小)

0117 鐘亦容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

0285 陳緗旂 (敦化國小)

0227 林詠怜 (明湖國小)

0226 石彧嘉 (古亭國小)

0043 江禹嫻 (桃子腳國小)

0148 劉丞珊 (東新國小)

0042 陳亭瑄 (東新國小)

0427 王琪 (東新國小)

0464 康娜娜 (TMIS長華國際蒙特
梭利實驗學校)

0432 許羽均 (安興國小)

0022 尹亮玉 (北投國小)

0241 林之筠 (胡適國小)

0174 吳沄蓒 (埔墘國小)

1016 謝炘穎 (桃子腳國小)
場次11

【初級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42 人

0039 金科霖 (靜心小學)

0499 章耀云 (成功國小)

0440 賈尚 (仁愛國小)

0470 李宜峰 (仁愛國小)

0290 曾彥棠 (忠義國小)

0163 林宇恩 (興國國小)

0359 楊承叡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

0036 謝易宏 (興雅國小)

0143 康鈞愷 (興雅國小)

0167 姜天淏 (興雅國小)

0511 簡柏黌 (興雅國小)

0306 黃振瑜 (大同國小)

0380 梅拓允 (南門國小)

0159 余杰諾 (興雅國小)

0201 區晉愷 (興雅國小)

0501 溫浩佑 (興雅國小)

0480 林昊言 (吳興國小)

0157 張博安 (西園國小)

0519 孫士益 (民生國小)

0183 林子恩 (華興小學)

0408 秦仕宇 (有木國小)

0370 高楷恩 (網溪國小)

0165 徐翰翔 (秀朗國小)

0462 許友睿 (私立育才國小)

0065 蕭哲敦 (幸安國小)

0379 王子升 (網溪國小)

0303 徐睿廷 (永平國小)

0182 賴晉毅 (網溪國小)

0041 康祐睿 (頂溪國小)

0088 黃俊愷 (博愛國小)

0263 吳松燁 (天母國小)

0217 潘宇瀚 (天母國小)

0439 賴宥綸 (東新國小)

0082 楊政翰 (明德國小)

0130 郭守庠 (關東國小)

0204 林峻楷 (清江國小)

0426 洪煜宸 (純德國小)

0083 鄭濬翊 (鄧公國小)

0139 陳首全 (新市國小)

0395 陳首汛 (新市國小)

0465 王丞豪 (東湖國小)

場次12

【初級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2 人

0508 陳若庭 (昌隆國小)

0155 楊采潔 (厚德國小)

0260 林雨桐 (忠義國小)

0255 賈翔菱 (鷺江國小)

0033 陳可芸 (仁愛國小)

0363 李芃彣 (忠義國小)

0219 蘇若涵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

0278 陳沛妤 (興雅國小)

0312 李品葳 (新生國小)

0341 陳歆甯 (民族國小)

0113 蔣雨希 (龍埔國小)

0414 蔣雨潔 (龍埔國小)

0354 陳冠之 (博愛國小)

0429 宋允言 (私立薇閣小學)

0177 吳宣瑢 (新湖國小)

0145 曾柔恩 (東新國小)

0304 廖羿捷 (石牌國小)

0361 林岑 (石牌國小)

0504 游紫淇 (逸仙國小)

0034 陳泱瑾 (新市國小)

0215 賴宥溱 (海山國小)

1015 倪苡桔 (五寮國小)
場次13

【初級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0 人

0450 范濬紳 (三和何嘉仁幼兒園)

0252 鄭彥新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116 李松樺 (興雅國小附幼)

0340 鄭忠緯 (快樂瑪莉安)

0319 林柏諺 (興雅國小附幼)

0095 劉祥丞 (松山幼兒園)

0376 林宥郡 (台北市私立大大樹

0291 連韋傑 (桃園市私立小牛津

0003 賴昶宇 (介壽國小附幼)

幼兒園)

幼兒園)

0292 張礪升 (巧可麗幼兒園)

0097 林冠毅 (東新附幼)

0448 張紘嘉 (桃山國小附幼)

0286 郭靖騰 (光明幼稚園)

0202 盧泊廷 (南海實幼兒園)

0309 吳泊翰 (南海實幼兒園)

0394 莊聖平 (臻寶園幼兒園)

0029 蕭以承 (雙連幼兒園)

0436 劉行之 (瑪麗安幼兒園)

0136 楊蕎澤 (新東湖幼兒園)

0322 王丞維 (東湖幼兒園)

場次14

【初級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27 人

0056 吳寓喬 (五股更新幼兒園)

0347 詹雅瑄 (北大幼兒園)

0413 賈婕翎 (兠群育幼兒園)

0010 許恩慈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053 柯映彤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0099 周彤恩 (新北市三光國小附
設幼兒園)

0106 黃詩涵 (興雅國小附幼)

0366 劉懿慧 (興雅國小附幼)

0203 呂亞霏 (興雅國小附幼)

0418 梅千允 (娃娃果幼兒園)

0288 林鈺芸 (思高幼兒園)

0086 溫林巧 (秀林鄉立銅門幼兒
園)

0445 陳薇琪 (興雅國小附幼)

0343 翁千崴 (興雅國小附幼)

0194 周育帆 (長庚幼兒園)

0402 黃美雅 (吳興國小附幼)

0409 蘇湘晴 (立信幼兒園)

0302 駱芸斐 (蘇格拉底幼兒園)

0128 陳若蕎 (大直國小附設幼稚
園)

0098 王思文 (立德幼兒園)

0257 連梓云 (北大愛輪家族)

0454 連韋涵 (桃園市私立小牛津
幼兒園)

0301 李韋儀 (巧可麗幼兒園)

0239 林宥儀 (石牌國小)

0188 許宜蓁 (台積幼兒園)

0517 曾歆予 (多元智慧幼兒園)

1001 倪采彤 (蓬萊國小附幼)

場次15

【新人組】社會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8 人

0492 施幃馨 (Minder)

0205 蔡詠筌 (動感精靈直排輪)

0112 黃冠儒 (勇星滑輪隊)

0271 沈文賢 (極限小子)

0171 張友倫 (臺北市鷹速溜冰隊)

0498 劉嘉鈞 (無)

0441 賴信甫 (無)
場次16

【新人組】社會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293 葉書婷 (極限小子)
場次17

共 2 人

0057 劉倚如 (無)
【新人組】大專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7 人

0105 楊証偉 (淡江大學)

0373 林錦陽 (淡江大學)

0087 高士軒 (台北教育大學)

0399 劉祥威 (明志科技大學)

0401 陳力瑜 (明志科技大學)

0358 陳立軒 (明志科技大學)

0052 林繼冕 (明志科技大學)
場次18

【新人組】大專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6 人

0447 郭倢瑛 (淡江大學)

0054 湯詠琳 (淡江大學)

0428 洪彩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0311 傅子恬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0030 呂亭諾 (輔仁大學)

0455 何筱婷 (明志科技大學)

場次19

【新人組】高中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80 林憲宥 (天主教恆毅高中)
場次20

0468 張峻瑋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017 蔡盛傑 (誠正國中)

0374 蔡傑丞 (誠正國中)

0107 黃宥齊 (興雅國中)

0383 鄭以濠 (南港高中國中部)

場次21

【新人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024 蕭昱糖 (鷺江國中)
場次22

0367 童忻儀 (三和國中)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061 許智凱 (政府員工實驗幼兒
園)

共 2 人

0484 陳乾佑 (新北ckids幼兒園)

共 5 人
0505 李元翔 (龍田里)

共 3 人
0006 黃昱臻 (興雅國中)
共 4 人
0327 郭仲軒 (東新國小附幼)

0198 徐逸帆 (巧可麗幼兒園)
場次23

【新人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7 人

0046 劉芊郁 (日春幼兒園)

0228 劉睿淇 (日春幼兒園)

0147 王羿涵 (竹林高中附設幼兒
園)

0495 黃莉恩 (花蓮市立幼兒園)

0335 邱姵媗 (雙連幼兒園)

0170 楊永晴 (東門國小附幼)

1014 張絲絲 (裕德幼兒園)
場次24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8 人

0350 姜博凱 (中和國小)

0259 李品亮 (林口國小)

0256 顏品碩 (成州國小)

0488 胡曾博 (裕德高級中等學校)

0404 張善富 (永福國小)

0102 曹崴紘 (士東國小)

0011 鄭松緣 (中信國小)

0444 黃靖崴 (中正國小)

0135 陳羿宇 (吳興國小)

0328 陳之浩 (東新國小)

0345 連睿捷 (東新國小)

0094 潘宇浩 (天母國小)

0068 楊永浩 (金華國小)

0140 林冠佑 (東新國小)

0392 張瑋恩 (東新國小)

0232 胥育睿 (龍埔國小)

0005 曹宥愷 (北大國小)

0466 廖嘉哲 (石牌國小)

0421 林伯恩 (國語實小)
場次25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1 人

0060 李允喬 (興雅國小)

0510 林歆倫 (光復國小)

0084 文宣孺 (忠孝國小)

0307 張可芳 (吳興國小)

0372 黃晨瑜 (民生國小)

0186 潘欣彤 (北市華興國小)

0458 彭晨晞 (西松國小)

0100 陳芃妡 (北大國小)

0021 簡子玹 (龍埔國小)

0487 廖亦捷 (石牌國小)

0378 張幃涵 (博愛國小)

場次26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79 李宸恩 (東門國小)

0216 陳彥慎 (仁愛國小)

共 16 人
0507 詹曜駿 (成功國小)

0045 葉鎧睿 (光仁國小)

0516 林煒軒 (民族國小)

0079 廖品翔 (五常國小)

0146 王宥森 (仁愛國小)

0090 施羽仲 (後埔國小)

0494 陳昱碩 (博愛國小)

0141 莊秉原 (三玉國小)

0477 涂昊勻 (東新國小)

0287 李東漢 (東新國小)

0161 蔡睿愷 (東門國小)

0055 張晉綸 (關渡國小)

0362 莊勝博 (新市國小)

0031 林曉擎 (木柵國小)
場次27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2 人

0298 李沁恩 (五華國小)

0247 廖彩憶 (東門國小)

0223 王宥心 (重慶國小)

0262 吳秉潔 (蘆洲國小)

0077 温琹 (成功國小)

0166 林亭汝 (興雅國小)

0387 葉宥岑 (光仁國小)

0168 朱苡瑄 (安和國小)

0476 林云晴 (和平國小)

0346 高心愛 (芝山國小)

0482 鄭妤嫻 (東新國小)

0274 林靜彤 (薇閣國小)

場次28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6 人

0233 蔡永綸 (麗林國小)

0396 李宸宇 (東門國小)

0131 李品辰 (南勢國小)

0461 吳和磬 (昌隆國小)

0503 李柏宥 (仁愛國小)

0067 林裕家 (成功國小)

0275 王竣弘 (復興國小)

0355 馬翌友 (明義國小)

0220 蔡兆飛 (士東國小)

0451 曾彥凱 (興雅國小)

0449 闕成勳 (東新國小)

0305 古成軒 (明湖國小)

0299 陳冠霖 (龍山國小)

0059 曾秉鑫 (大同國小)

0420 黃宥恩 (新市國小)

0027 蔡承勳 (集美國小)
場次29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9 人

0048 游知宣 (士林國小)

0015 梁椉甯 (興雅國小)

0272 江其容 (興雅國小)

0469 吳宥萱 (興雅國小)

0265 曾芃嘉 (吳興國小)

0405 潘品蓁 (文德國小)

0403 許旂菲 (後埔國小)

0244 陳允聞 (玉成國小)

0020 賴鈺蓁 (東新國小)

場次30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8 人

0463 普浩博 (德龍國小)

0388 羅家澤 (麗林國小)

0438 盧嘉辰 (仁愛國小)

0483 黃煜翔 (仁愛國小)

0456 林仕杰 (西湖國小)

0111 李秉洋 (興雅國小)

0066 連家慶 (敦化國小)

0369 李韋德 (東門國小)

0150 梁品期 (龍安國小)

0004 陳品倫 (興雅國小)

0050 陳之帆 (東新國小)

0001 鄭浩愷 (東新國小)

0246 鄭博侖 (東新國小)

0035 蔡睿昂 (國立實驗中學小學
部)

0138 黃品軒 (東興國小)

0416 林胤斈 (木柵國小)

0412 莊劭軒 (木柵國小)

1017 劉勁霆 (東新國小)

場次31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393 謝艾玲 (永福國小)

0206 李宜蓁 (興國國小)

共 10 人
0164 蔡恩琳 (興雅國小)

0407 韓千賀 (興雅國小)

0364 李家潁 (新北市光興國民小
學)

0349 周子薰 (博愛國小)

0133 賴芊若 (網溪國小)

0316 蔡紫茵 (永平國小)

0225 賴亭孜 (木柵國小)

0471 高可昕 (木柵國小)
場次32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0 人

0385 鄭九境 (文欣國小)

0114 陳宥綸 (麗林國小)

0038 廖博政 (南門國小)

0474 鄭宥辰 (德龍國小)

0434 朱俊宇 (明湖國小)

0411 顏佑軒 (成功國小)

0109 曾彥鈞 (興雅國小)

0235 江奇原 (興雅國小)

0389 林煜宸 (光復國小)

0417 劉駿宇 (忠義國小)
場次33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0 人

0467 王宣淇 (明志國小)

0149 趙晏聆 (石門國小)

0134 張可蓁 (東安國小)

0075 黃榆鈞 (成功國小)

0294 林依柔 (忠義國小)

0398 陳思佳 (興雅國小)

0281 周恩綺 (博愛國小)

0446 陳冠衣 (博愛國小)

0209 蔡明穎 (東門國小)

0321 駱芸婷 (莒光國小)
場次34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7 人

0400 林泰民 (明義國小)

0192 何俊宏 (民安國小)

0122 陳昀聖 (成功國小)

0173 陳禹翰 (興雅國小)

0076 郭彥岑 (新莊國小)

0178 葉君璋 (頭湖國小)

0295 林煜凱 (東新國小)
場次35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8 人

0237 吳安筑 (昌隆國小)

0108 郭韋伶 (明湖國小)

0357 梁羽媃 (興雅國小)

0184 吳宥蓁 (興雅國小)

0419 許暐仟 (明湖國小)

0336 陳思瑋 (吳興國小)

0308 古幸安 (明湖國小)

0422 黃子馨 (明德國小)

場次36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 人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 人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5 人

0250 吳政潾 (微笑幼兒園)
場次37
0268 周育如 (長庚幼兒園)
場次38

0493 陳牧言 (建國國小)

0080 江旺霖 (麗園國小)

0435 陳永騰 (昌平國小)

0514 詹秉軒 (博愛國小)

場次39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283 蘇心恬 (板橋國小)

0072 聶楓 (南勢國小)

共 1 人

場次40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37 陳宥綱 (金華國小)
場次41

0110 黃致瑋 (吳興國小)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512 陳牧云 (建國國小)
場次42

共 3 人
0224 張茗 (民權國小)
共 2 人

0081 逄晴安 (清水國小)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6 人

0375 蔡佾呈 (北市大附小)

0397 許至騫 (南美國小)

0023 張呈嘉 (內湖國小)

0254 王于睿 (北昌國小)

0127 黃柏翔 (西松國小)

0169 劉人豪 (海山國小)

場次43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314 葉軒語 (頭湖國小)
場次44

0381 周育安 (長庚國小)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3 人
0410 詹淑玟 (博愛國小)
共 7 人

0200 江承祐 (五常國小)

0181 吳政葳 (麗林國小)

0329 蘇敬哲 (台北市立大學附
小)

0071 戴嘉祐 (忠孝國小)

0124 文宥謙 (忠孝國小)

0339 林靖宸 (博愛國小)

0496 沈宏謙 (興隆國小)
場次45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6 人

0425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156 何佩珊 (民安國小)

0323 陳欣彤 (頭湖國小)

0267 鐘晨芸 (中山國小)

0382 張璿 (民權國小)

0277 陳姿妤 (十興國小)

場次46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6 人

0044 莊子碩 (屏東東寧國小)

0506 戴瑋哲 (忠孝國小)

0199 劉哲呈 (私立華興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0475 周柏諦 (蓬萊國小)

0062 倪詣超 (蓬萊國小)

0092 鄭歆弘 (竹北國小)

場次47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058 游涵伃 (南美國小)

0064 孔祥靜 (麗林國小)

共 4 人
0073 侯安伃 (東門國小)

0104 何彩嫣 (北新國小)
場次48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6 人

0026 陳冠瑋 (SpeedShow)

0019 王豈華 (中正國小)

0242 許至曦 (南美國小)

0231 孔祥諾 (麗林國小)

0085 洪奕齋 (思賢國小)

0208 鐘晨恩 (中山國小)

場次49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258 高薇媃 (明義國小)
場次50
0238 張建昱 (屏東大同國中)

0365 陳品諭 (文欣國小)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489 林冠佑 (國風國中)

共 3 人
1009 劉以琳 (武功國小)
共 10 人
0443 許俊翔 (國風國中)

0245 王昱澄 (時雨國中)

0151 許濟顯 (SpeedShow)

0016 劉祐呈 (麗山國中)

0236 鄭光喆 (私立延平中學)

0317 侯鈞諺 (弘道國中)

0415 陳建廷 (麗山國中)

0459 林聖倫 (丹鳳國中)
場次51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384 黃奕珊 (屏東內埔國中)
場次52

0074 張佑竹 (國風國中)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97 陳瑋珩 (SpeedShow)

0207 張唯仁 (師大附中)

場次53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431 李佳穎 (SpeedShow)
場次54

0310 吳芙蓉 (私立海星中學)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23 郭景玄 (台北市立大學)

0406 余承祐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共 3 人
0342 蘇柔蓉 (弘道國中)
共 3 人
0214 周柏崴 (內湖高工)
共 3 人
0211 王楷淳 (醒吾高中)
共 4 人
0360 吳育全 (cooper溜冰隊)

0047 魏嘉祥 (cooper溜冰隊)
場次55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共 1 人

0371 張芳瑜 (Minder)
場次56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雙足S型

0070 葉一凡 (SpeedShow)
場次57

0152 潘彥綸 (SpeedShow)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雙足S型

0176 溫瑞玲 (動感精靈直排輪)
場次58

場次59

0351 楊翔宇 (彼得潘直排輪)
共 2 人

1004 孫麗晴 (勇星滑輪隊)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327 郭仲軒 (東新國小附幼)

共 3 人

共 2 人

0198 徐逸帆 (巧可麗幼兒園)
【新人組】幼童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6 人

0046 劉芊郁 (日春幼兒園)

0228 劉睿淇 (日春幼兒園)

0147 王羿涵 (竹林高中附設幼兒
園)

0288 林鈺芸 (思高幼兒園)

0495 黃莉恩 (花蓮市立幼兒園)

0335 邱姵媗 (雙連幼兒園)

場次60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7 人

0350 姜博凱 (中和國小)

0259 李品亮 (林口國小)

0256 顏品碩 (成州國小)

0488 胡曾博 (裕德高級中等學校)

0404 張善富 (永福國小)

0380 梅拓允 (南門國小)

0102 曹崴紘 (士東國小)

0444 黃靖崴 (中正國小)

0328 陳之浩 (東新國小)

0345 連睿捷 (東新國小)

0068 楊永浩 (金華國小)

0140 林冠佑 (東新國小)

0392 張瑋恩 (東新國小)

0232 胥育睿 (龍埔國小)

0379 王子升 (網溪國小)

0005 曹宥愷 (北大國小)

0466 廖嘉哲 (石牌國小)

0465 王丞豪 (東湖國小)

場次61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0 人

0363 李芃彣 (忠義國小)

0510 林歆倫 (光復國小)

0084 文宣孺 (忠孝國小)

0372 黃晨瑜 (民生國小)

0186 潘欣彤 (北市華興國小)

0458 彭晨晞 (西松國小)

0354 陳冠之 (博愛國小)

0487 廖亦捷 (石牌國小)

0378 張幃涵 (博愛國小)

0504 游紫淇 (逸仙國小)
場次62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21 人

0179 李宸恩 (東門國小)

0216 陳彥慎 (仁愛國小)

0507 詹曜駿 (成功國小)

0490 何昕遠 (華興國小)

0045 葉鎧睿 (光仁國小)

0516 林煒軒 (民族國小)

0079 廖品翔 (五常國小)

0264 廖韋霖 (長安國小)

0224 張茗 (民權國小)

0118 高新哲 (健康國小)

0146 王宥森 (仁愛國小)

0090 施羽仲 (後埔國小)

0494 陳昱碩 (博愛國小)

0141 莊秉原 (三玉國小)

0477 涂昊勻 (東新國小)

0287 李東漢 (東新國小)

0320 陳威淇 (桃子腳國小)

0218 蔡紹禹 (私立及人小學)

0161 蔡睿愷 (東門國小)

0055 張晉綸 (關渡國小)

0031 林曉擎 (木柵國小)

場次63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2 人

0298 李沁恩 (五華國小)

0247 廖彩憶 (東門國小)

0262 吳秉潔 (蘆洲國小)

0166 林亭汝 (興雅國小)

0387 葉宥岑 (光仁國小)

0168 朱苡瑄 (安和國小)

0476 林云晴 (和平國小)

0346 高心愛 (芝山國小)

0482 鄭妤嫻 (東新國小)

0274 林靜彤 (薇閣國小)

0042 陳亭瑄 (東新國小)

0241 林之筠 (胡適國小)

場次64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9 人

0233 蔡永綸 (麗林國小)

0396 李宸宇 (東門國小)

0131 李品辰 (南勢國小)

0424 楊鈞亞 (仁愛國小)

0222 林濬程 (成功國小)

0129 陳威銘 (成功國小)

0481 李肇展 (仁愛國小)

0503 李柏宥 (仁愛國小)

0067 林裕家 (成功國小)

0296 李燿辰 (忠義國小)

0275 王竣弘 (復興國小)

0355 馬翌友 (明義國小)

0451 曾彥凱 (興雅國小)

0220 蔡兆飛 (士東國小)

0449 闕成勳 (東新國小)

0305 古成軒 (明湖國小)

0299 陳冠霖 (龍山國小)

0059 曾秉鑫 (大同國小)

0420 黃宥恩 (新市國小)
場次65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9 人

0048 游知宣 (士林國小)

0453 賴香凝 (大豐國小)

0015 梁椉甯 (興雅國小)

0272 江其容 (興雅國小)

0469 吳宥萱 (興雅國小)

0405 潘品蓁 (文德國小)

0244 陳允聞 (玉成國小)

0433 簡鈺潔 (永福國小)

0020 賴鈺蓁 (東新國小)

場次66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9 人

0463 普浩博 (德龍國小)

0388 羅家澤 (麗林國小)

0438 盧嘉辰 (仁愛國小)

0483 黃煜翔 (仁愛國小)

0456 林仕杰 (西湖國小)

0040 張恩家 (興雅國小)

0369 李韋德 (東門國小)

0004 陳品倫 (興雅國小)

0050 陳之帆 (東新國小)

0001 鄭浩愷 (東新國小)

0246 鄭博侖 (東新國小)

0193 孫嘉辰 (龍埔國小)

0430 陳昱樺 (龍埔國小)

0035 蔡睿昂 (國立實驗中學小學
部)

0138 黃品軒 (東興國小)

0028 翁頎恩 (北投國小)

0416 林胤斈 (木柵國小)

0412 莊劭軒 (木柵國小)

1018 劉勁霆 (東新國小)
場次67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5 人

0393 謝艾玲 (永福國小)

0206 李宜蓁 (興國國小)

0491 陳沐鈞 (仁愛國小)

0164 蔡恩琳 (興雅國小)

0407 韓千賀 (興雅國小)

0364 李家潁 (新北市光興國民小
學)

0349 周子薰 (博愛國小)

0089 吳孟蓁 (民權國小)

0133 賴芊若 (網溪國小)

0382 張璿 (民權國小)

0248 盧祈恩 (北投國小)

0316 蔡紫茵 (永平國小)

0225 賴亭孜 (木柵國小)

0471 高可昕 (木柵國小)

1012 廖子寧 (木柵國小)

場次68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1 人

0385 鄭九境 (文欣國小)

0114 陳宥綸 (麗林國小)

0038 廖博政 (南門國小)

0474 鄭宥辰 (德龍國小)

0411 顏佑軒 (成功國小)

0270 謝亦鈞 (龍田里)

0109 曾彥鈞 (興雅國小)

0235 江奇原 (興雅國小)

0389 林煜宸 (光復國小)

0417 劉駿宇 (忠義國小)

0103 吳育鎧 (大同國小)

場次69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2 人

0467 王宣淇 (明志國小)

0149 趙晏聆 (石門國小)

0134 張可蓁 (東安國小)

0121 林宥研 (興雅國小)

0078 林荷庭 (北新國小)

0398 陳思佳 (興雅國小)

0281 周恩綺 (博愛國小)

0377 蔡佩璇 (木柵國小)

0446 陳冠衣 (博愛國小)

0390 林心愉 (胡適國小)

1007 林依柔 (忠義國小)

1019 蔡明穎 (東門國小)

場次70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8 人

0400 林泰民 (明義國小)

0192 何俊宏 (民安國小)

0122 陳昀聖 (成功國小)

0173 陳禹翰 (興雅國小)

0076 郭彥岑 (新莊國小)

0178 葉君璋 (頭湖國小)

0325 李仲恩 (龍田里)

0295 林煜凱 (東新國小)

場次71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108 郭韋伶 (明湖國小)

0289 莊惟媗 (三民國小)

共 7 人
0357 梁羽媃 (興雅國小)

0184 吳宥蓁 (興雅國小)

0419 許暐仟 (明湖國小)

0308 古幸安 (明湖國小)

0422 黃子馨 (明德國小)
場次72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505 李元翔 (龍田里)

0107 黃宥齊 (興雅國中)

場次73

【新人組】高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180 林憲宥 (天主教恆毅高中)
場次74

0333 黃冠捷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新人組】高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3 人
0383 鄭以濠 (南港高中國中部)
共 3 人
0144 陳業元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共 1 人

0115 王葳媛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場次75

【新人組】大專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7 人

0087 高士軒 (台北教育大學)

0105 楊証偉 (淡江大學)

0373 林錦陽 (淡江大學)

0318 陳子捷 (淡江大學)

0399 劉祥威 (明志科技大學)

0401 陳力瑜 (明志科技大學)

0358 陳立軒 (明志科技大學)
場次76

【新人組】大專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447 郭倢瑛 (淡江大學)

0054 湯詠琳 (淡江大學)

0455 何筱婷 (明志科技大學)

0297 李弗諼 (明志科技大學)

場次77

【新人組】社會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5 人
0030 呂亭諾 (輔仁大學)

共 6 人

0492 施幃馨 (Minder)

0205 蔡詠筌 (動感精靈直排輪)

0112 黃冠儒 (勇星滑輪隊)

0271 沈文賢 (極限小子)

0171 張友倫 (臺北市鷹速溜冰隊)

0441 賴信甫 (鷹速溜冰隊)

場次78

【新人組】社會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選手組】幼童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5 人

0293 葉書婷 (極限小子)
場次79
0250 吳政潾 (微笑幼兒園)
場次80
0268 周育如 (長庚幼兒園)
場次81

0080 江旺霖 (麗園國小)

0493 陳牧言 (建國國小)

0435 陳永騰 (昌平國小)

0514 詹秉軒 (博愛國小)

場次82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283 蘇心恬 (板橋國小)

0072 聶楓 (南勢國小)

共 1 人

場次83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0240 鐘友謙 (永和國小)
場次84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512 陳牧云 (建國國小)
場次85

0081 逄晴安 (清水國小)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375 蔡佾呈 (北市大附小)

0397 許至騫 (南美國小)

0254 王于睿 (北昌國小)

0169 劉人豪 (海山國小)

場次86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314 葉軒語 (頭湖國小)
場次87

0381 周育安 (長庚國小)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3 人
0269 黃馨云 (福德國小)
共 5 人
0023 張呈嘉 (內湖國小)

共 3 人
0410 詹淑玟 (博愛國小)
共 7 人

0200 江承祐 (五常國小)

0181 吳政葳 (麗林國小)

0329 蘇敬哲 (台北市立大學附
小)

0071 戴嘉祐 (忠孝國小)

0124 文宥謙 (忠孝國小)

0339 林靖宸 (博愛國小)

0496 沈宏謙 (興隆國小)
場次88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425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156 何佩珊 (民安國小)

0267 鐘晨芸 (中山國小)

0277 陳姿妤 (十興國小)

場次89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5 人
0323 陳欣彤 (頭湖國小)

共 6 人

0044 莊子碩 (屏東東寧國小)

0506 戴瑋哲 (忠孝國小)

0199 劉哲呈 (私立華興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0475 周柏諦 (蓬萊國小)

0062 倪詣超 (蓬萊國小)

0092 鄭歆弘 (竹北國小)

場次90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058 游涵伃 (南美國小)

0064 孔祥靜 (麗林國小)

共 4 人
0073 侯安伃 (東門國小)

0104 何彩嫣 (北新國小)
場次91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6 人

0026 陳冠瑋 (SpeedShow)

0019 王豈華 (中正國小)

0242 許至曦 (南美國小)

0231 孔祥諾 (麗林國小)

0085 洪奕齋 (思賢國小)

0208 鐘晨恩 (中山國小)

場次92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258 高薇媃 (明義國小)
場次93

0365 陳品諭 (文欣國小)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238 張建昱 (屏東大同國中)

0489 林冠佑 (國風國中)

共 3 人
1010 劉以琳 (武功國小)
共 10 人
0443 許俊翔 (國風國中)

0245 王昱澄 (時雨國中)

0236 鄭光喆 (私立延平中學)

0151 許濟顯 (SpeedShow)

0016 劉祐呈 (麗山國中)

0317 侯鈞諺 (弘道國中)

0415 陳建廷 (麗山國中)

0459 林聖倫 (丹鳳國中)
場次94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384 黃奕珊 (屏東內埔國中)

0074 張佑竹 (國風國中)

共 4 人
0342 蘇柔蓉 (弘道國中)

0024 蕭昱糖 (鷺江國中)
場次95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197 陳瑋珩 (SpeedShow)

共 2 人

0214 周柏崴 (內湖高工)

場次96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0431 李佳穎 (SpeedShow)
場次97

0310 吳芙蓉 (私立海星中學)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0406 余承祐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場次98

0360 吳育全 (cooper溜冰隊)

共 3 人
0211 王楷淳 (醒吾高中)
共 3 人
0047 魏嘉祥 (cooper溜冰隊)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0371 張芳瑜 (Minder)
場次99
0351 楊翔宇 (彼得潘直排輪)
場次100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交叉型

共 1 人

【新人組】幼童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2 人

1006 孫麗晴 (勇星滑輪隊)
場次101
0327 郭仲軒 (東新國小附幼)
場次102

0198 徐逸帆 (巧可麗幼兒園)
【新人組】幼童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1 人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11 人

0335 邱姵媗 (雙連幼兒園)
場次103

0380 梅拓允 (南門國小)

0102 曹崴紘 (士東國小)

0011 鄭松緣 (中信國小)

0444 黃靖崴 (中正國小)

0256 顏品碩 (成州國小)

0306 黃振瑜 (大同國小)

0328 陳之浩 (東新國小)

0068 楊永浩 (金華國小)

0392 張瑋恩 (東新國小)

0232 胥育睿 (龍埔國小)

0466 廖嘉哲 (石牌國小)

0421 林伯恩 (國語實小)

場次104

【新人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510 林歆倫 (光復國小)

0372 黃晨瑜 (民生國小)

0487 廖亦捷 (石牌國小)

0378 張幃涵 (博愛國小)

場次105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5 人
0186 潘欣彤 (北市華興國小)

共 14 人

0490 何昕遠 (華興國小)

0045 葉鎧睿 (光仁國小)

0516 林煒軒 (民族國小)

0079 廖品翔 (五常國小)

0479 王品皓 (中山國小)

0264 廖韋霖 (長安國小)

0224 張茗 (民權國小)

0091 林祐樂 (民生國小)

0146 王宥森 (仁愛國小)

0090 施羽仲 (後埔國小)

0494 陳昱碩 (博愛國小)

0141 莊秉原 (三玉國小)

0477 涂昊勻 (東新國小)

0287 李東漢 (東新國小)

場次106

【新人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6 人

0387 葉宥岑 (光仁國小)

0168 朱苡瑄 (安和國小)

0346 高心愛 (芝山國小)

0482 鄭妤嫻 (東新國小)

0274 林靜彤 (薇閣國小)

0241 林之筠 (胡適國小)

場次107

【選手組】幼童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1 人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5 人

0268 周育如 (長庚幼兒園)
場次108

0080 江旺霖 (麗園國小)

0493 陳牧言 (建國國小)

0435 陳永騰 (昌平國小)

0514 詹秉軒 (博愛國小)

場次109

【選手組】國小一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072 聶楓 (南勢國小)

共 1 人

0283 蘇心恬 (板橋國小)
場次110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37 陳宥綱 (金華國小)
場次111

場次112

0240 鐘友謙 (永和國小)

【選手組】國小二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512 陳牧云 (建國國小)

0081 逄晴安 (清水國小)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397 許至騫 (南美國小)

0023 張呈嘉 (內湖國小)

0169 劉人豪 (海山國小)

0196 張恩偉 (興雅國小)

場次113

【選手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314 葉軒語 (頭湖國小)
場次114

共 2 人

0381 周育安 (長庚國小)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3 人
0269 黃馨云 (福德國小)
共 5 人
0254 王于睿 (北昌國小)

共 3 人
0410 詹淑玟 (博愛國小)
共 7 人

0375 蔡佾呈 (北市大附小)

0067 林裕家 (成功國小)

0449 闕成勳 (東新國小)

0305 古成軒 (明湖國小)

0299 陳冠霖 (龍山國小)

0059 曾秉鑫 (大同國小)

0127 黃柏翔 (西松國小)
場次115

【新人組】國小三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272 江其容 (興雅國小)
場次116

0403 許旂菲 (後埔國小)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3 人
0244 陳允聞 (玉成國小)
共 9 人

0388 羅家澤 (麗林國小)

0438 盧嘉辰 (仁愛國小)

0483 黃煜翔 (仁愛國小)

0456 林仕杰 (西湖國小)

0050 陳之帆 (東新國小)

0001 鄭浩愷 (東新國小)

0246 鄭博侖 (東新國小)

0193 孫嘉辰 (龍埔國小)

0138 黃品軒 (東興國小)

場次117

【新人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206 李宜蓁 (興國國小)

0349 周子薰 (博愛國小)

共 4 人
0407 韓千賀 (興雅國小)

0382 張璿 (民權國小)
場次118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14 陳宥綸 (麗林國小)

0411 顏佑軒 (成功國小)

0235 江奇原 (興雅國小)

0389 林煜宸 (光復國小)

場次119

【新人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49 趙晏聆 (石門國小)

0467 王宣淇 (明志國小)

0281 周恩綺 (博愛國小)

0390 林心愉 (胡適國小)

場次120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5 人
0109 曾彥鈞 (興雅國小)

共 5 人
0049 陳姵羽 (興雅國小)

共 7 人

0400 林泰民 (明義國小)

0122 陳昀聖 (成功國小)

0173 陳禹翰 (興雅國小)

0076 郭彥岑 (新莊國小)

0178 葉君璋 (頭湖國小)

0325 李仲恩 (龍田里)

0295 林煜凱 (東新國小)
場次121

【新人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08 郭韋伶 (明湖國小)

0357 梁羽媃 (興雅國小)

共 4 人
0184 吳宥蓁 (興雅國小)

0308 古幸安 (明湖國小)
場次122

【新人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505 李元翔 (龍田里)
場次123

0107 黃宥齊 (興雅國中)
【新人組】高中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80 林憲宥 (天主教恆毅高中)

0333 黃冠捷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共 3 人
0383 鄭以濠 (南港高中國中部)
共 4 人
0144 陳業元 (國立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0468 張峻瑋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場次124

【新人組】高中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1 人

0115 王葳媛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場次125

【新人組】大專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087 高士軒 (台北教育大學)

0105 楊証偉 (淡江大學)

0318 陳子捷 (淡江大學)

0358 陳立軒 (明志科技大學)

共 5 人
0373 林錦陽 (淡江大學)

場次126

【新人組】大專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428 洪彩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場次127

0311 傅子恬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新人組】社會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3 人
0030 呂亭諾 (輔仁大學)
共 6 人

0492 施幃馨 (Minder)

0205 蔡詠筌 (動感精靈直排輪)

0112 黃冠儒 (勇星滑輪隊)

0271 沈文賢 (極限小子)

0171 張友倫 (臺北市鷹速溜冰隊)

0441 賴信甫 (無)

場次128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6 人

0200 江承祐 (五常國小)

0181 吳政葳 (麗林國小)

0329 蘇敬哲 (台北市立大學附
小)

0124 文宥謙 (忠孝國小)

0339 林靖宸 (博愛國小)

0496 沈宏謙 (興隆國小)

場次129

【選手組】國小四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425 姜亭安 (中和國小)

0323 陳欣彤 (頭湖國小)

共 4 人
0267 鐘晨芸 (中山國小)

0277 陳姿妤 (十興國小)
場次130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506 戴瑋哲 (忠孝國小)

0199 劉哲呈 (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0062 倪詣超 (蓬萊國小)

0092 鄭歆弘 (竹北國小)

場次131

【選手組】國小五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058 游涵伃 (南美國小)

0064 孔祥靜 (麗林國小)

共 5 人
0475 周柏諦 (蓬萊國小)

共 4 人
0073 侯安伃 (東門國小)

0104 何彩嫣 (北新國小)
場次132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7 人

0019 王豈華 (中正國小)

0242 許至曦 (南美國小)

0231 孔祥諾 (麗林國小)

0085 洪奕齋 (思賢國小)

0026 陳冠瑋 (SpeedShow)

0208 鐘晨恩 (中山國小)

0284 楊昊恩 (建安國小)
場次133

【選手組】國小六年級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258 高薇媃 (明義國小)
場次134

0365 陳品諭 (文欣國小)
【選手組】國中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3 人
0313 劉以琳 (武功國小)
共 10 人

0489 林冠佑 (國風國中)

0443 許俊翔 (國風國中)

0245 王昱澄 (時雨國中)

0236 鄭光喆 (私立延平中學)

0151 許濟顯 (SpeedShow)

0016 劉祐呈 (麗山國中)

0160 呂嘉翰 (中山國中)

0317 侯鈞諺 (弘道國中)

0415 陳建廷 (麗山國中)

0459 林聖倫 (丹鳳國中)
場次135

【選手組】國中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3 人

0074 張佑竹 (國風國中)
場次136

0342 蘇柔蓉 (弘道國中)
【選手組】高中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97 陳瑋珩 (SpeedShow)
場次137

0207 張唯仁 (師大附中)
【選手組】高中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431 李佳穎 (SpeedShow)

0310 吳芙蓉 (私立海星中學)

0024 蕭昱糖 (鷺江國中)
共 3 人
0214 周柏崴 (內湖高工)
共 4 人
0211 王楷淳 (醒吾高中)

0513 邱映瑄 (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場次138

【選手組】大專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23 郭景玄 (台北市立大學)

0406 余承祐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0360 吳育全 (cooper溜冰隊)

0047 魏嘉祥 (cooper溜冰隊)

場次139

【選手組】大專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共 5 人
0008 謝牧倫 (台北市立大學)

共 1 人

0371 張芳瑜 (Minder)
場次140

【選手組】社會男子組前進單足S型

0070 葉一凡 (SpeedShow)
場次141

0152 潘彥綸 (SpeedShow)
【選手組】社會女子組前進單足S型

0176 溫瑞玲 (動感精靈直排輪)

1005 孫麗晴 (勇星滑輪隊)

共 3 人
0351 楊翔宇 (彼得潘直排輪)
共 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