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4年第三十三屆中正盃溜冰錦標賽接力成績報表

國小A女子組 1000公尺接力賽

彭資淯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王宥婷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繆沛婕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夏芷涵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李語珊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李百薇 01分52秒795 第一名葫蘆國小

陳品瑄 01分56秒200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賴姝嫻 01分56秒200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吳亞庭 01分56秒200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陳品蓉 01分56秒200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陳詠琳 01分59秒488 第三名喬治溜冰隊(新店A)

李翊瑄 01分59秒488 第三名喬治溜冰隊(新店A)

江品儀 01分59秒488 第三名喬治溜冰隊(新店A)

侯昕妍 01分59秒488 第三名喬治溜冰隊(新店A)

楊芸婕 02分11秒212 第四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邱繶如 02分11秒212 第四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杜家因 02分11秒212 第四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李季穎 02分11秒212 第四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陳薇如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黃婕芯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李欣桐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李妮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楊韻丞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潘子淩 02分11秒871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衣阮方玉 02分22秒184 第六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蔡季昀 02分22秒184 第六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蔡佳欣 02分22秒184 第六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林紫綾 02分22秒184 第六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國小A男子組 1000公尺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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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承信 01分54秒663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許軼翔 01分54秒663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嚴澈 01分54秒663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李孟哲 01分54秒663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謝睿哲 01分54秒663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劉耕綸 01分57秒982 第二名紅小將溜冰隊

張良鈺 01分57秒982 第二名紅小將溜冰隊

崔少博 01分57秒982 第二名紅小將溜冰隊

蔣宇傑 01分57秒982 第二名紅小將溜冰隊

李彥霖 01分57秒982 第二名紅小將溜冰隊

王濬哲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吳祖叡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廖禹誠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劉晉瑀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張翔澤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張愷倢 02分03秒488 第三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

陳示騫 02分08秒544 第四名葫蘆國小

陳澤睿 02分08秒544 第四名葫蘆國小

顏彣洋 02分08秒544 第四名葫蘆國小

陳彥霖 02分08秒544 第四名葫蘆國小

李維哲 02分08秒544 第四名葫蘆國小

黃至賢 02分12秒610 第五名小喬治溜冰隊

黃至德 02分12秒610 第五名小喬治溜冰隊

郭承祐 02分12秒610 第五名小喬治溜冰隊

王顥勳 02分12秒610 第五名小喬治溜冰隊

劉亮廷 02分12秒610 第五名小喬治溜冰隊

張銘哲 02分23秒359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葉哲愷 02分23秒359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張祐嘉 02分23秒359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劉秉宸 02分23秒359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國小B女子組 2000公尺接力賽

杜育綺 03分26秒184 第一名臺北市麗山國小

陳雅凡 03分26秒184 第一名臺北市麗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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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茨 03分26秒184 第一名臺北市麗山國小

陳玳喬 03分26秒184 第一名臺北市麗山國小

繆沛綺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陳昀彤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顏妏聿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吳昱萱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陳俐璇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廖偉婷 03分31秒402 第二名葫蘆國小

陳奕瑾 03分31秒410 第三名紅小將溜冰隊

黃美瑄 03分31秒410 第三名紅小將溜冰隊

林冠吟 03分31秒410 第三名紅小將溜冰隊

吳雨璇 03分31秒410 第三名紅小將溜冰隊

陳品岑 03分35秒746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李巧容 03分35秒746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林依潔 03分35秒746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胡馨尹 03分35秒746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杜珉甄 03分35秒746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郭萱翎 03分38秒439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張予綠 03分38秒439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衣阮方恩 03分38秒439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廖珮彤 03分38秒439 第五名喬治溜冰隊(新店分部)

陳詩沅 03分45秒543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洪予晨 03分45秒543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曾音綺 03分45秒543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黃郁文 03分45秒543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國小B男子組 2000公尺接力賽

江承祐 03分16秒818 第一名紅小將溜冰隊

崔友亮 03分16秒818 第一名紅小將溜冰隊

陳正誠 03分16秒818 第一名紅小將溜冰隊

吳宇森 03分16秒818 第一名紅小將溜冰隊

吳旻叡 03分16秒818 第一名紅小將溜冰隊

黃麒勳 03分17秒407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總部

湯遠脩 03分17秒407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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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睦恩 03分17秒407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總部

吳紹瑋 03分17秒407 第二名喬治溜冰隊總部

彭少晨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谷少峰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劉哲宇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李玠廷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吳冠志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李沅富 03分21秒941 第三名葫蘆國小

楊家睿 03分23秒888 第四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A

楊以安 03分23秒888 第四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A

禇鎮瑋 03分23秒888 第四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A

劉聿軒 03分23秒888 第四名中壢市溜冰委員會A

謝璨璟 03分25秒686 第五名中原國小

張軒維 03分25秒686 第五名中原國小

姚淯豑 03分25秒686 第五名中原國小

張昭禹 03分25秒686 第五名中原國小

張睿仁 03分25秒686 第五名中原國小

黃家弘 03分30秒981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劉瀚元 03分30秒981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范勝凱 03分30秒981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胡爾杰 03分30秒981 第六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國中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陳俐妤 04分53秒930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衣阮方仁 04分53秒930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簡序珊 04分53秒930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潘子喬 04分53秒930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許縈莛 04分53秒930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百齡分部)

楊采恩 04分54秒899 第二名臺北市麗山國中

劉詠婕 04分54秒899 第二名臺北市麗山國中

蘇亭樺 04分54秒899 第二名臺北市麗山國中

陳羿臻 04分54秒899 第二名臺北市麗山國中

國中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李宣 04分25秒585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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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凱 04分25秒585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A

吳昕峰 04分25秒585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A

谷憲霖 04分25秒585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A

楊荀 04分25秒585 第一名喬治溜冰隊A

黃宗浩 04分25秒842 第二名信義家族

袁倫鼎 04分25秒842 第二名信義家族

李錦濤 04分25秒842 第二名信義家族

全莊子辰 04分25秒842 第二名信義家族

余政韋 04分31秒548 第三名宜蘭縣興中國中

張勝凱 04分31秒548 第三名宜蘭縣興中國中

張家豪 04分31秒548 第三名宜蘭縣興中國中

張晨瑋 04分31秒548 第三名宜蘭縣興中國中

黃俊翔 04分31秒548 第三名宜蘭縣興中國中

夏紫杰 04分50秒635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B

許巧思 04分50秒635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B

李侑宸 04分50秒635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B

郭瑄泰 04分50秒635 第四名喬治溜冰隊B

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陳羿云 04分50秒380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蔡宛如 04分50秒380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何季涵 04分50秒380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李絜萱 04分50秒380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祝鼎家 04分46秒451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吳松翰 04分46秒451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羅毓翔 04分46秒451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高培華 04分46秒451 第一名臺北野馬溜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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