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台北市青年盃花式溜冰錦標賽 

花式溜冰比賽各組參賽選手成績           

 
初級 A  

 

幼童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蔡幸均 北市明道     

   
 

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何姿宜 北市三興 1.何姿宜 北市三興 1.何姿宜 北市三興 1.邱歆惠 北市碧湖 

  2.賴亞恩 北市大安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辛宇婕 北市河堤 1.吳佳諭 北市三興 1.辛宇婕 北市河堤   

2.吳佳諭 北市三興 2.辛宇婕 北市河堤 2.吳佳諭 北市三興   

  3.廖偲予 北市大安     

        

 
初級 B 

 

低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黃致倫 北市明道 1.黃致倫 北市明道 1.黃致倫 北市明道   

    

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王薏甄 北市大龍 1.王薏甄 北市大龍 1.王薏甄 北市大龍   

2.王薏慈 北市大龍 2.王薏慈 北市大龍 2.王薏慈 北市大龍   

  3.平芯瑀 北市大安 
 

  

  1.黃千榕 新北集美 
 

  

  2.陳立蓁 新北永福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張浚嘉 北市河堤 1.張浚嘉 北市河堤 1.張浚嘉 北市河堤   

  1.許鈞皓 新北五華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陳品伃 北市河堤 1.辛安婕 北市河堤 1.陳品伃 北市河堤 1.邱莉媛 北市碧湖 

2.辛安婕 北市河堤 2.陳品伃 北市河堤 2.辛安婕 北市河堤   

3.李凱娣 北市明道 3.陳爰庭 北市大安 3.李凱娣 北市明道   

4.鍾文寧 北市明道 4.蘇芯琳 北市大安 4.鍾文寧 北市明道   

5.呂依庭 北市古亭 5.李凱娣 北市明道 5.呂依庭 北市古亭   

6.周玉亭 北市古亭 6.朱孕涵 北市碧湖 
 

  

7.江柏瑢 北市古亭 7.鍾文寧 北市明道 
 

  

  8.陳怡樵 北市大安 
 

  

  9.呂依庭 北市古亭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張展菘 北市碧湖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蔡旻芸 北市明道 1.鍾文綺 北市明道 1.鍾文綺 北市明道   

2.鍾文綺 北市明道 2.陳思樵 北市大安 2.蔡旻芸 北市明道   

  3.蔡旻芸 北市明道     

  4.鄭喬璐 北市大安 
 

  

  5.李昀芝 北市明道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陳映安 北市仁愛 1.林靖宜 北市螢橋 1.林靖宜 北市螢橋   

2.林靖宜 北市螢橋 2.李佳芸 北市大安     

    

    

   



 
新人 A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 1、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柳邑翰 北市再興 1.柳邑翰 北市再興 1.柳邑翰 北市再興   

2.陳重諺 北市三興 2.陳重諺 北市三興 2.陳重諺 北市三興   

3.龔柏宇 北市明道 3.李健鴻 北市大安 
 

  

  4.高英智 北市碧湖 
 

  

  1.陳均叡 新北更寮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 1、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曾彩芸 北市三興 1.曾彩芸 北市三興 1.曾彩芸 北市三興   

2.黃香齡 北市明道 2.朱蕙君 北市大安 2.黃香齡 北市明道   

3.蘇峪 北市古亭 3.黃香齡 北市明道 
 

  

  1.胡揚靜 新北新市 
 

  

  2.陳芝瑀 新北更寮 
 

  

  3.高郁嵐 新北五華 
 

  

  4.胡星妤 新北集美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 2、8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李律吾 北市河堤 1.李律吾 北市河堤 1.李律吾 北市河堤   

  2.謝秉勳 北市碧湖 
 

  

  3.李冠平 北市碧湖 
 

  

  1.陳璿皓 新北永福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 2、8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黃慈悅 北市河堤 1.黃慈悅 北市河堤 1.黃慈悅 北市河堤   

2.張羽忻 北市明道 2.廖韻綺 北市大安 2.張羽忻 北市明道   

3.蔡幸芸 北市明道 3.翁云修 北市碧湖 3.蔡幸芸 北市明道   

4.田唯伶 北市華江 4.田唯伶 北市華江 4.田唯伶 北市華江   

  5.蔡幸芸 北市明道 
 

  

  6.張羽忻 北市明道 
 

  

  7.邱綉媛 北市大安 
 

  

  1.蔡晨平 新北光復     

    

    



國中男子組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周家賢 新北二重     

國中女子組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鄭庭允 新北碧華     

  1.廖顥如 北市內湖     

    

 
新人 B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 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王祥宇 北市古亭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 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高逸慈 北市大安 1.高逸慈 北市大安 1.高逸慈 北市大安   

1.陳亭蓁 新北大成 2.王允彤 北市大安 1.洪湘婷 新北集美   

2.洪湘婷 新北集美 3.陳少棠 北市薇閣 2.陳亭蓁 新北大成   

  1.洪湘婷 新北集美     

  2.陳亭蓁 新北大成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 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鄭聿庭 北市五常     

 
選手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蘇奕 北市古亭 1.陳宗賢 北市碧湖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曾芳郁 北市葫蘆 1.曾芳郁 北市葫蘆 1.曾芳郁 北市葫蘆   

2.羅翎家 北市古亭 2.羅翎家 北市古亭 2.羅翎家 北市古亭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林天擎 北市福林 1.林天擎 北市福林 1.林天擎 北市福林   

  2.劉瀚為 北市葫蘆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陳妍汝 北市碧湖     

  2.張緻銣 北市碧湖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1、16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林宜學 北市大安     

  2.謝鎮遠 北市碧湖 
 

  

  3.劉瀚翔 北市葫蘆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1、16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林冬晴 北市福林 1.賴亞薰 北市大安 1.林冬晴 北市福林   

  2.林冬晴 北市福林 
 

  

  3.蘇雅琳 北市大安 
 

  

  4.范亦葶 北市河堤 
 

  

  1.王映筑 新北集美     

國中男子組 圖形 No.33A 、38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余明愷 北市金華   1.侯承宏 北市百齡 

  1.楊斯宇 基市碇內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33A 、38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直排花式 

1.李依庭 北市金華 1.郭芷妤 新北江翠 1.李依庭 北市金華   

1.郭芷妤 新北江翠 1.李依庭 北市金華 1.郭芷妤 新北江翠   

    

    



個人冰舞 
   

低年級男子組 低年級女子組 中年級男子組 中年級女子組 

1.林天擎 北市福林 1.曾芳郁 北市葫蘆 1.陳重諺 北市三興 1.傅萱瑀 北市大安 

    2.柳邑翰 北市再興 2.朱蕙君 北市大安 

    3.李健鴻 北市大安 3.陳爰庭 北市大安 

      4.周玉亭 北市古亭 

    
高年級男子組 高年級女子組 

  
1.林宜學 北市大安 1.林冬晴 北市福林 

  
  1.陳亭蓁 新北大成 

  
  2.賴亞薰 北市大安 

  
  3.蘇雅琳 北市大安 

  
  4.王允彤 北市大安 

  
  5.高逸慈 北市大安 

  
  6.廖韻綺 北市大安 

  
 

 

 

103年全民運動會臺北市滑輪溜冰代表隊選拔賽成績 

全民男子組 圖形 No.21B、39B  
 

基本型 自由型 直排花式 

1.何語峻 北市木柵 1.楊斯竣 北市台北 1.楊斯竣 北市台北 

2.彭暄智 北市龍門 2.詹茗景 北市木柵   

  3.何語峻 北市木柵   

  4.彭暄智 北市龍門   

   

全民女子組 圖形 No.21B、36A、39B、40A 

基本型 自由型 直排花式 

1.李婉寧 北市 1.李婉寧 北市 1.張子敬 北市景美 

2.陳加倪 北市 2.林倪敬 北市淡江 2.徐紫媛 北市古亭 

3.林倪敬 北市淡江 3.賴亞辰 北市金華   

  4.黃珮綸 新北康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