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小  

男  

童  

中  

年  

級  

組 

花式 陳煜明 林宜學 劉瀚翔 劉瀚為     

自由型 吳興國小 大安國小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規定 陳品睿 翁子浚 張宇辰       

圖形型 東門國小 懷生國小 懷生國小       

國  

小  

男  

童  

高  

年  

級  

組 

花式 彭暄智 陳煜杰 楊斯宇 曾冠婕 余明愷 王覬淳 

自由型 龍安國小 吳興國小 碧湖國小 葫蘆國小 古亭國小 碧湖國小 

規定 陳羿豪 何宗峻 陳麒元       

圖形型 河堤國小 蘭雅國小 志清國小       

直排花式 黃興佑 馬晨光         

自由型 敦化國小 新和國小         

團體花式 大安國小 碧湖國小 明道國小 河堤國小 古亭國小   

臺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小  

女  

童  

中  

年  

級  

組 

花式 賴亞薰 洪筱晴 鄭歆妤 李紀葳 高逸慈 王允彤 

自由型 大安國小 葫蘆國小 蓬萊國小 志清國小 大安國小 大安國小 

規定 曾苡涵 林佳蒨 黃慈悅 蘇雅琳 溫婕伶 周郁芸 

圖形型 志清國小 志清國小 河堤國小 大安國小 古亭國小 大安國小 

國  

小  

女  

童  

高  

年  

級  

組 

花式 賴亞辰 李品萱 段非 鄧仕煊 鄭心柔 鄭詠予 

自由型 大安國小 大安國小 志清國小 大安國小 古亭國小 古亭國小 

規定 陳秋慧 王媗棣 楊子萱 陳思穎 陳瓏瑛 許紫晴 

圖形型 中山國小 志清國小 三興國小 古亭國小 志清國小 懷生國小 

直排花式 李惟芹 趙婕翎 章靖 徐紫媛 劉筑芸 朱珈帷 

自由型 濱江國小 伯大尼美國學校 敦化國小 國語實小 東園國小 敦化國小 



臺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中  

男  

子  

組 

花式 何語峻 饒育銘 陳俊豪 余明瑋 柯豐永   

自由型 濱江國中 懷生國中 敦化國中 金華國中 仁愛國中   

規定 李沐恆 辜鎮遠 李明駿       

圖形型 懷生國中 蘭雅國中 懷生國中       

直排花式 梁能溢           

自由型 敦化國中           

團體花式 金華國中           

國  

中  

女  

子  

組 

花式 何語婕 陳欣郁 陳佳君 沈婉婷 張育瑄 曹彩妤 

自由型 濱江國中 士林國中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介壽國中 

規定 陸怡萍 周純羽 蔡旻軒       

圖形型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直排花式 蔣佳容           

自由型 民生國中           

臺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高  

中  

男  

子  

組 

花式 張詔崴 陳力葳 何允哲       

自由型 和平高中 景文高中 大同高中       

直排花式             

自由型             

高  

中  

女  

子  

組 

花式 李宜霖 辜文熹 陳思樺 顏詩芸 鄭儷蘋   

自由型 中正高中 和平高中 景美女中 和平高中 和平高中   

直排花式 周芮亘 蔡佳樺         

自由型 和平高中 北一女中         



台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速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200公尺 吳鎮宇 郭宗宬 林冠宇 王秉奕 李玠廷 鍾昀 

  計時賽 27"31 29"51 29"56 30"23 30"26 30"30 

國   華興國小 華興國小 明道國小 立人國小 葫蘆國小 文林國小 

小 300公尺 黃立凱 許巧思 吳彥德 葉憶恩 黃麒勳 謝采霖 

男 計時賽 33"12 33"66 34"08 38"08 38"16 38"19 

童   玉成國小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銘傳國小 建安國小 民生國小 

中 1000公尺 黃茂睿 谷少峰 邱彥棋 洪于皓 林羣 黃家弘 

年 爭先賽 2'11"71 2'12"52 2'13"10 2'13"20 2'25"50 2'28"18 

級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西園國小 葫蘆國小 文林國小 麗山國小 

組 3000公尺 谷憲霖 王耀進 楊弦秩 張凱翔 吳鏡竹 日志安 

  開放賽 6'24"58 6'34"80 6'35"98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蓬萊國小 蓬萊國小 葫蘆國小 

  200公尺 廖偉成 王秉宏 陳品誠 廖矩賢 陳其甫 王瑋漢 

  計時賽 25"15 26"98 29"01 29"43 29"61 29"65 

    明道國小 立人國小 東園國小 明道國小 銘傳國小 三民國小 

國 300公尺 張益維 呂濬康 謝政紘 高福佑 高培華 吳松翰 

小 計時賽 31"14 31"50 32"37 32"58 33"26 33"30 

男   永安國小 葫蘆國小 古亭國小 永春國小 麗山國小 麗山國小 

童 1000公尺 洪瑞灃 李冠緯 郭子齊 曾耀霆     

高 爭先賽 1'54"75 1'54"93 1'55"37 2'27"65     

年   古亭國小 東湖國小 麗山國小 蓬萊國小     

級 3000公尺 李昱 李嘉祁 蘇晏平 林惇瑋     

組 開放賽 6'51"14 6'51"21 6'51"60 6,52"66     

    東湖國小 蓬萊國小 麗山國小 東湖國小     

  
團體接力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東湖國小 蓬萊國小 民生國小 明道國小 

  3'22"76 3'22"81 3'39"15 4'05"18 4'24"54 4'37"26 

台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速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國 200公尺 張啟玥 鍾文綺 洪珮綺 李鎔孜 謝乃玄 張心齡 

小 計時賽 29"67 30"36 31"05 31"17 31"50 31"77 

女   東湖國小 明道國小 東湖國小 日新國小 修德國小 三民國小 

童 300公尺 童姵翎 許縈莛 陽凱淇 楊采恩 蘇亭樺 方子綺 

中 計時賽 34"70 35"74 36"55 36"69 39"89 40"33 

年   士林國小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麗山國小 新民國小 

級 1000公尺 張育禎 許馨妤 王妤甄 吳珮榛 鄭歆妤 王婕蓁 

組 爭先賽 1'59"58 1'59"75 2'00"06 2'06"11 2'06"21 2'17"81 

    葫蘆國小 士林國小 東園國小 麗山國小 蓬萊國小 葫蘆國小 



  200公尺 曾姵瑀 鄭采瑜 鄭采瑄 張晴雯 吳君薇 林昀 

國 計時賽 28"64 29"16 30"11 30"35 31"07 31"60 

小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葫蘆國小 明道國小 明道國小 麗山國小 

女 300公尺 吳依霖 陳羿云 陳羿臻 蘇怡菱 陳怡儒 徐睫儀 

童 計時賽 31"94 33"31 33"31 33"79 33"90 43"30 

高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麗山國小 麗山國小 葫蘆國小 明道國小 

年 1000公尺 黃幼絜 劉詠婕 黃詠洵 陳芝庭 李佩儒 黃映如 

級 爭先賽 1'46"21 1'47"57 1'47"64 1'52"02 1'56"42 2'10"88 

組   玉成國小 麗山國小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銘傳國小 麗山國小 

  
團體接力 

葫蘆國小 麗山國小 蓬萊國小 明道國小     

  3'21"23 3'21"31 4'21"04 4'47"40     

台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速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200公尺 吳柏逸 林冠廷 郭珀毅 林建沅 陳冠綸   

  計時賽 26"37 27"87 31"10 32"50 36"75   

    懷生國中 薇閣高中國中部 重慶國中 重慶國中 重慶國中   

國 300公尺 游本徹 施奇廷 柯法葉 張顥瀚 周子量 辜鎮遠 

中 計時賽 27"02 27"16 27"70 28"26 28"95 30"29 

男   敦化國中 敦化國中 懷生國中 建成國中 薇閣高中國中部 蘭雅國中 

子 1000公尺 楊墨 陳榮彬 張博堯 郭育豪 謝皓 董守驥 

組 爭先賽 1'38"57 1'39"61 1'39"82 1'39"92 1'40"00 1'43"24 

    敦化國中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重慶國中 敦化國中 薇閣高中國中部 

  3000公尺 黃建興 林祐廷 彭暄皓 丁冠仁 李旬 謝政勳 

  開放賽 5'14"30 5'21"33 5'21"46 5'21"48 5'32"34 5'32"40 

    薇閣高中國中部 重慶國中 建成國中 麗山國中 金華國中 金華國中 

  
團體接力 

敦化國中 金華國中 薇閣高中國中部 建成國中 重慶國中   

  4'33"80 4'39"03 4'49"25 4'55"04 6'20"22   

  200公尺 林孟瑾 林盈秀 陳芃妤       

  計時賽 39"74 43"01 53"09       

    重慶國中 重慶國中 重慶國中       

國 300公尺 連湘芸 曾鈺婷 卓毓庭 魏慎儀     

中 計時賽 30"13 31"60 34"40 35"18     

女   弘道國中 永吉國中 忠孝國中 麗山國中     

子 1000公尺 徐楚瀅 謝媛 李宜蓁 劉芩妤 楊子嫻 陳乃瑜 

組 爭先賽 1'47"08 2'01"58 2'02"95 2'10"36 2'11"61 2'11"84 

    師大附中國中部 敦化國中 南港高中 南港高中 成淵高中國中部 明湖國中 

  
團體接力 

重慶國中           

  6'22"42           



台北市一百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速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组別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200公尺 鍾秉穎           

  計時賽 28"43           

高   育成高中           

中 300公尺 歐致宏 陳立軒         

男 計時賽 27"89 30"87         

子   南港高中 內湖高工         

組 1000公尺 莊淳凱 章世章         

  爭先賽 1'48"54 1'50"37         

    景文高中 內湖高中         

  200公尺             

  計時賽             

高               

中 300公尺 郭妍伶           

女 計時賽 28"51           

子   大同高中           

組 1000公尺 徐若芸 李佳昀         

  爭先賽 1'42"82 1'53"63         

    麗山高中 內湖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