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5年第三十三屆青年盃溜冰錦標賽成績報表 

 選手A幼童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柏璋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28秒697 第一名 

 夏承睿 葫蘆國小附屬幼稚園 00分31秒280 第二名 

 選手A幼童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陳柏璋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4秒956 第一名 

 夏承睿 葫蘆國小附屬幼稚園 01分00秒889 第二名 

 選手A幼童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李翊均 臺北市古亭國小附幼 00分31秒780 第一名 

 選手A一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劉祐辰 桃園市龜山國小 00分58秒184 第一名 

 許鉑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2秒040 第二名 

 蕭愷聰 新北市板橋國小 01分03秒886 第三名 

 吳冠彣 臺北市國語實小 01分06秒596 第四名 

 林彥辰 臺北市光仁國小 01分14秒360 第五名 

 林忠諭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17秒358 第六名 

 選手A一年級男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劉祐辰 桃園市龜山國小 第一名 

 許鉑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二名 

 蕭愷聰 新北市板橋國小 第三名 

 吳冠彣 臺北市國語實小 第四名 

 林忠諭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五名 

 選手A一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古婷亘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8秒178 第一名 

 江品儀 新北市育才國小 01分00秒979 第二名 

 楊芸婕 臺北市麗山國小 01分02秒627 第三名 

 陳詠琳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02秒340 第三名 



 吳若瑜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3秒254 第四名 

 李妮 新北市成功國小 01分05秒754 第五名 

 黃宥媗 宜蘭縣南屏國小 01分06秒469 第六名 

 選手A一年級女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古婷亘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一名 

 陳詠琳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二名 

 楊芸婕 臺北市麗山國小 第三名 

 吳若瑜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四名 

 黃宥媗 宜蘭縣南屏國小 第五名 

 江品儀 新北市育才國小 第六名 

 選手A二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沈奕文 宜蘭縣北成國小 00分53秒974 第一名 

 郭奕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8秒227 第二名 

 蔡耀鋒 新北市莒光國小 01分00秒887 第三名 

 盧秉謙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0秒967 第四名 

 郭承祐 臺北市麗湖國小 01分01秒123 第五名 

 李孟哲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03秒030 第六名 

 選手A二年級男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沈奕文 宜蘭縣北成國小 第一名 

 陳禹誠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二名 

 郭奕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三名 

 蔡耀鋒 新北市莒光國小 第四名 

 盧秉謙 臺北市蓬萊國小 第五名 

 郭承祐 臺北市麗湖國小 第六名 

 選手A二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侯昕妍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5秒803 第一名 

 王宥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6秒007 第二名 

 呂之怡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6秒121 第三名 

 郭亦翎 新北市中正國小 00分59秒365 第四名 



 賴怡諠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2秒586 第五名 

 林紫綾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02秒696 第六名 

 選手A二年級女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侯昕妍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一名 

 王宥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二名 

 呂之怡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三名 

 林亞錡 宜蘭縣北成國小 第四名 

 賴怡諠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五名 

 林紫綾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六名 

 選手A三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謝睿哲 臺北市忠孝國小 00分53秒056 第一名 

 周揮桉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54秒217 第二名 

 陳柏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4秒229 第三名 

 周怡丞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54秒601 第四名 

 王顥勳 臺北市仁愛國小 00分55秒925 第五名 

 郭亦翔 新北市中正國小 00分56秒074 第六名 

 選手A三年級男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謝睿哲 臺北市忠孝國小 第一名 

 陳柏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二名 

 周揮桉 新北市昌平國小 第三名 

 郭亦翔 新北市中正國小 第四名 

 胡勝銘 新北市昌平國小 第五名 

 周怡丞 新北市昌平國小 第六名 

 選手A三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李語珊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4秒694 第一名 

 夏芷涵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4秒915 第二名 

 陳品蓉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4秒939 第三名 

 賴姝嫻 新北市埔墘國小 00分56秒040 第四名 

 李百薇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5秒676 第五名 



 繆沛婕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7秒686 第六名 

 選手A三年級女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李語珊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一名 

 夏芷涵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二名 

 陳品蓉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三名 

 賴姝嫻 新北市埔墘國小 第四名 

 李百薇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五名 

 繆沛婕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六名 

 選手A四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李沅富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1秒888 第一名 

 侯凱翔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1秒918 第二名 

 許崇煒 新北市大豐國小 00分52秒019 第三名 

 游智勝 宜蘭縣育才國小 00分54秒236 第四名 

 柳子凡 宜蘭縣北成國小 00分54秒337 第五名 

 陳威廷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55秒530 第六名 

 選手A四年級男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侯凱翔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一名 

 李沅富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二名 

 柳子凡 宜蘭縣北成國小 第三名 

 許崇煒 新北市大豐國小 第四名 

 游智勝 宜蘭縣育才國小 第五名 

 陳威廷 臺北市蓬萊國小 第六名 

 選手A四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顏沁 宜蘭縣大進國小 00分53秒066 第一名 

 胡馨尹 新北市重慶國小 00分53秒830 第二名 

 趙珮妤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4秒981 第三名 

 劉乙萱 桃園市龜山國小 00分56秒486 第四名 

 林依潔 新北市文聖國小 00分59秒362 第五名 

 林舒涵 新北市深坑國小 01分01秒322 第六名 



 選手A四年級女子組 2000公尺記分賽 

 顏沁 宜蘭縣大進國小 第一名 

 胡馨尹 新北市重慶國小 第二名 

 趙珮妤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三名 

 劉乙萱 桃園市龜山國小 第四名 

 林依潔 新北市文聖國小 第五名 

 選手A五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林筠謦 新北市新泰國小 00分49秒720 第一名 

 林睦恩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49秒935 第二名 

 吳冠志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0秒013 第三名 

 谷少峰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0秒511 第四名 

 李翔恩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51秒506 第五名 

 李沂 新北市成功國小 00分52秒802 第六名 

 選手A五年級男子組 3000公尺記分賽 

 谷少峰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一名 

 林筠謦 新北市新泰國小 第二名 

 黃麒勳 臺北市建安國小 第三名 

 湯遠脩 新北市昌隆國小 第四名 

 林睦恩 新北市昌平國小 第五名 

 李沂 新北市成功國小 第六名 

 選手A五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李巧容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分52秒035 第一名 

 陳品岑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2秒398 第二名 

 陳俐璇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2秒526 第三名 

 黃以盺 宜蘭縣南屏國小 00分52秒598 第四名 

 吳昱萱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4秒700 第五名 

 黃郁文 臺北市敦化國小 00分55秒549 第六名 

 

 



 選手A五年級女子組 3000公尺記分賽 

 陳品岑 臺北市古亭國小 第一名 

李巧容 臺北市光仁國小 第二名 

 李昀 新北市光華國小 第三名 

 陳俐璇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四名 

 黃郁文 臺北市敦化國小 第五名 

 黃以盺 宜蘭縣南屏國小 第六名 

 選手A六年級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胡安和 桃園市文華國小 00分47秒314 第一名 

 吳紹瑋 臺北市龍安國小 00分47秒359 第二名 

 陳定杰 宜蘭縣北成國小 00分47秒439 第三名 

 劉東諺 桃園市龜山國小 00分49秒133 第四名 

 游凱傑 新北市海山國小 00分49秒791 第五名 

 黃韋傑 臺北市敦化國小 00分50秒113 第六名 

 選手A六年級男子組 3000公尺記分賽 

 胡安和 桃園市文華國小 第一名 

 劉東諺 桃園市龜山國小 第二名 

 陳定杰 宜蘭縣北成國小 第三名 

 吳紹瑋 臺北市龍安國小 第四名 

 游凱傑 新北市海山國小 第五名 

 蕭晏林 宜蘭縣北成國小 第六名 

 選手A六年級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盛佩霖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0秒253 第一名 

 繆沛綺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2秒436 第三名 

 陳玳喬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1秒812 第二名 

 李筱茨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9秒640 第四名 

 蘇小孟 臺北市文林國小 00分53秒926 第五名 

 杜育綺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4秒218 第六名 



 選手A六年級女子組 3000公尺記分賽 

 盛佩霖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一名 

 李筱茨 臺北市麗山國小 第二名 

陳玳喬 臺北市麗山國小 第三名 

 繆沛綺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第四名 

 蘇小孟 臺北市文林國小 第五名 

 張庭禎 臺北市國語實小 第六名 

 選手A國中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陳寬珉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3秒973 第一名 

 吳昕峰 臺北市金華國中 00分44秒278 第二名 

 李弘彬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4秒459 第三名 

 胡宸鄴 宜蘭縣東光國中 00分44秒466 第四名 

 吳建勳 桃園市會稽國中 00分45秒397 第五名 

 谷憲霖 臺北市敦化國中 00分45秒636 第五名 

 葉恩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5秒764 第六名 

 選手A國中男子組 5000公尺記分賽 

 夏元儒 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國中 第一名 

 曾慶禾 宜蘭縣國華國中 第二名 

 胡宸鄴 宜蘭縣東光國中 第三名 

 黃立凱 臺北市成德國中 第四名 

 陳寬珉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第五名 

 柳子丞 宜蘭縣羅東國中 第六名 

 選手Ａ國中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藍惠玉 宜蘭縣利澤國中 00分46秒678 第一名 

 賴冠后 新北市三重國中 00分46秒789 第二名 

 簡序珊 臺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00分47秒037 第三名 

 許縈莛 臺北市薇閣高中國中部 00分47秒663 第四名 

 吳庭毓 桃園市會稽國中 00分50秒449 第五名 

 鄭歆妤 臺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00分51秒464 第六名 



 選手Ａ國中女子組 5000公尺記分賽 

 藍惠玉 宜蘭縣利澤國中 第一名 

 賴冠后 新北市三重國中 第二名 

 吳庭毓 桃園市會稽國中 第三名 

 簡序珊 臺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第四名 

 李佳芸 臺北市大同高中附設國中部 第五名 
 鄭歆妤 臺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第六名 

 選手A男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潘士升 喬治溜冰隊 00分43秒955 第一名 

 賴冠丞 臺北市強恕中學 00分44秒714 第二名 

 羅毓翔 彰化中州科技大學 00分44秒840 第三名 

 郭育豪 臺北市強恕中學 00分45秒305 第四名 

 高培華 臺北市永春高中 00分46秒101 第五名 

 徐子鈞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00分46秒111 第六名 
 職業學校 

 選手A男子組 5000公尺記分賽 

 賴冠丞 臺北市強恕中學 第一名 

 郭育豪 臺北市強恕中學 第二名 

 潘士升 喬治溜冰隊 第三名 

 徐子鈞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第四名 
 職業學校 

 選手A女子組 500公尺爭先賽   

 徐楚瀅 臺北市強恕中學 00分48秒052 第一名 

 何季涵 臺北市內湖高中 00分49秒546 第二名 

 陳羿云 臺北市育成高中 00分50秒587 第三名 

 李絜萱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00分55秒545 第四名 

 選手A女子組 3000公尺記分賽 

 徐楚瀅 臺北市強恕中學 第一名 

 何季涵 臺北市內湖高中 第二名 

 陳羿云 臺北市育成高中 第三名 

 李絜萱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第四名 



 選手Ｂ幼童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謝丞芳 新北市光速直排輪 00分30秒200 第一名 

 鍾博安 新北市國光附幼 00分32秒093 第二名 

 楊士汯 新北市中信國小幼兒園 00分32秒273 第三名 

 選手B幼童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思安 飆風熊溜冰隊 00分39秒773 第一名 

 選手B低年級男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陳以樂 臺北市中山國小 00分37秒802 第一名 

 林家葆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分39秒691 第二名 

 鍾宇翔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40秒406 第三名 

 杜秉祐 臺北市東門國小 00分40秒909 第四名 

 吳秉儒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42秒184 第五名 

 江宸宇 臺北市民生國小 00分42秒734 第六名 

 陳柏叡 新北市永平國小 00分39秒644 第一名 

 羅仁佑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1秒465 第二名 

 羅浤賓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1秒546 第三名 

 黃子齊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4秒898 第四名 

 吳加恩 新北市板橋國小 00分53秒010 第五名 

   陳品宇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43秒256 

   曾奕嘉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43秒504 

   夏知逸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        00分43秒654 

   張祐嘉  臺北市吉林國小              00分43秒879 

   陳思宇  臺北市社子國小              00分44秒228 

   黃振家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分45秒080 

 

 選手B低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梁尚恩 臺北市蓬萊國小 02分08秒875 第一名 

 葉哲愷 臺北市麗山國小 02分14秒004 第二名 

 宋緯紘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2分22秒216 第三名 

 呂世翔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2分28秒837 第四名 



 方鼎耀 臺北市南湖國小 02分46秒249 第五名 

 曾緯謙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2分08秒562 第一名 

 歐陽齊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2分08秒728 第二名 

 張培正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2分08秒911 第三名 

 呂紹行 新北市板橋國小 02分14秒442 第四名 

 倪紹綸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2分26秒836 第五名 

 選手B低年級女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陳姿晴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4秒455 第一名 

 劉祖恩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44秒823 第二名 

陳薇如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40秒764 第一名 

 許喬映 臺北市雙蓮國小 00分42秒417 第二名 

 黃婕芯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44秒970 第三名 

 蔡季昀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45秒643 第四名 

 查若涵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2秒948 第五名 

 選手B中年級男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盛英倫 臺北市市大附小 00分33秒314 第一名 

 謝侑廷 臺北市內湖國小 00分35秒808 第二名 

 黃敬恩 臺北市太平國小 00分36秒390 第三名 

 蘇郁淵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6秒712 第四名 

 何律言 臺北市敦化國小 00分36秒870 第五名 

 林士傑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7秒355 第六名 

 李昊軒 新北市興南國小 00分36秒334 第一名 

 張育齊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8秒015 第二名 

 曾丞洋 基隆市武崙國小 00分43秒232 第三名 

黃政強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7秒549 

蔡博鈞  臺北市忠孝國小             00分37秒870 

嚴   澈  臺北市再興國小             00分38秒030 

宋秉曄  臺北市葫蘆國小             00分38秒467 

劉彥甫  臺北市建安國小             00分39秒736 

陳彥霖  臺北市葫蘆國小             00分39秒967 



陳昱均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40秒403 

古軒丞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40秒909 

梁子宸  臺北市民生國小             00分42秒132 

林保福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分44秒256 

 選手B中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阮士寧 臺北市龍安國小 01分54秒735 第一名 

 蔡昊倫 臺北市市大附小 01分55秒210 第二名 

 蔡文宏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56秒047 第三名 

 楊豐閮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57秒442 第四名 

 吳昀翰 臺北市光復國小 01分57秒459 第五名 

 張峯赫 臺北市國語實小 02分05秒921 第六名 

 王謙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56秒817 第一名 

 陳柏翔 新北市永平國小 01分57秒474 第二名 

 陳則諺 宜蘭縣凱旋國小 02分01秒636 第三名 

 邱詰閔 宜蘭縣光復國小 02分08秒128 第四名 

 鄭宇傑 臺北市松山國小 02分10秒668 第五名 

 羅裕安 臺北市士林國小 02分10秒976 第六名 

 選手B中年級女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劉冠妤 臺北市信義國小 00分33秒528 第一名 

 黃敏 臺北市景美國小 00分35秒221 第二名 

 楊韻丞 臺北市永樂國小 00分37秒655 第三名 

 呂欣縈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8秒595 第四名 

 郭詩婷 臺北市吉林國小 00分38秒720 第五名 

 潘子凌 臺北市華興國小 00分39秒635 第六名 

 簡庭妤 新北市榮富國小 00分35秒708 第一名 

 許芷芸 桃園市建國國小 00分36秒219 第二名 

 林珮琦 新北市中港國小 00分36秒795 第三名 

 彭衫穎 新北市新興國小 00分37秒366 第四名 

 劉倢如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7秒448 第五名 



 魏瑜彤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8秒476 第六名 

楊筑婷 新北市中信國小               00分39秒143 

戴佩蓉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9秒871 

李季穎 臺北市內湖國小            00分42秒906  

劉祖悅 王者溜冰隊               00分43秒565 

孔繁漪 新北市五華國小             00分43秒597 

高子甯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46秒004 

江承潔 臺北市力行國小               00分46秒105 

 選手B中年級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王筠瑄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59秒839 第一名 

 黃家稜 臺北市蓬萊國小 02分05秒331 第二名 

 衣阮方玉 新北市安坑國小 02分13秒831 第三名 

 林妤軒 臺北市古亭國小 02分15秒765 第四名 

 張芸媃 臺北市東湖國小 02分26秒814 第五名 

 林芊妤 新北市中信國小 01分59秒208 第一名 

 楊舒涵 新北市龍埔國小 01分59秒909 第二名 

 陳永薰 新北市中信國小 02分02秒057 第三名 

 廖若羽 新北市育才國小 02分02秒247 第四名 

 藍若芸 宜蘭縣清溝國小 02分03秒886 第五名 

 郭家維 新北市淡水國小 02分06秒402 第六名 

 選手B高年級男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鍾秉哲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3秒540 第一名 

 李玠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4秒524 第二名 

 吳得瑋 臺北市西松國小 00分34秒978 第三名 

 蔡少翔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5秒259 第四名 

吳昀樺 臺北市民生國小 00分35秒548 第五名 

 陳貫勛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5秒936 第六名 

 劉安勳 桃園市龜山國小 00分31秒121 第一名 

 李鎮宙 新北市光華國小 00分32秒478 第二名 

 劉子宸 新北市榮富國小 00分32秒626 第三名 



 翁亦則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34秒239 第四名 

 陳禮銘 新北市麗園國小 00分36秒478 第五名 

 曾兆祥 基隆市武崙國小 00分36秒484 第六名 

陳威宇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36秒199 

杜丞哲 臺北市碧湖國小             00分36秒502 

黃冠澕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7秒552 

林勁圻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38秒198 

 

選手B高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葉哲亨 臺北市麗山國小 01分52秒015 第一名 

 黃威翔 臺北市社子國小 01分54秒566 第二名 

 謝宸恩 臺北市南湖國小 01分54秒733 第三名 

 陳育軒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48秒204 第一名 

 陳奕安 桃園市西門國小 01分50秒755 第二名 

 陳肇誼 新北市海山國小 01分52秒080 第三名 

 許槐翔 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小 01分52秒261 第四名 

 選手B高年級女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謝佳芸 臺北市吉林國小 00分35秒957 第一名 

 吳冬羽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36秒228 第二名 

 陳昀彤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6秒832 第三名 

 陳詩沅 臺北市南門國小 00分37秒581 第四名 

 洪予晨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42秒836 第五名 

 謝岱瑾 新北市麗林國小 00分35秒029 第一名 

 

 選手B高年級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廖偉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1分59秒581 第一名 

 曾音綺 臺北市麗山國小 01分59秒738 第二名 

 李韋瑾 臺北市明湖國小 02分00秒382 第三名 



 顏妏聿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2分00秒483 第四名 

 曾苡慈 臺北市古亭國小 02分08秒396 第五名 

 祝語涵 臺北市大安國小 02分09秒454 第六名 

 廖珮彤 新北市雙城國小 02分00秒497 第一名 

 衣阮方恩 新北市安坑國小 02分07秒527 第二名 

 選手B國中男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夏紫杰 臺北市士林國中 00分30秒342 第一名 

 陳建榳 新北市佳林國中 00分31秒951 第一名 

選手B國中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黃茂睿 臺北市石牌國中 01分45秒013 第一名 

 方子銘 臺北市東山高中國中部 01分47秒025 第二名 

 李侑宸 臺北市薇閣高中國中部 01分46秒222 第三名 

 祝鼎家 臺北市麗山國中 01分47秒039 第四名 

 吳鏡竹 臺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01分52秒274 第五名 

 賴柏叡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44秒787 第一名 

 張宇辰 新北市佳林國中 01分45秒026 第二名 

 張詠鈞 臺北市景美國中 01分45秒065 第二名 

 林憲宥 新北市恆毅中學 01分46秒388 第四名 

 選手Ｂ國中女子組 300公尺計時賽 

 童姵翎 臺北市大同高中附設國 00分32秒028 第一名 
 中部 

潘子喬 臺北市蘭雅國中 00分34秒218 第二名 

 蘇亭樺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34秒268 第三名 

 游茹茵 新北市清水高級中學國 00分31秒864 第一名 
 中部 

 謝艾潔 新北市崇林國中 00分32秒020 第二名 

 陳妘慈 桃園市會稽國中 00分32秒174 第三名 

 陳芝瑩 新北市丹鳳高中國中部 00分34秒511 第四名 

 選手B國中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許馨妤 臺北市敦化國中 01分55秒147 第一名 



 楊采恩 臺北市麗山國中 01分56秒881 第二名 

 李佩儒 臺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01分56秒917 第三名 

 陳昱瑄 臺北市明湖國中 02分11秒998 第四名 

 衣阮方仁 新北市達觀國中 02分00秒897 第一名 

 選手甲幼童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王濬澤 臺北市BTS溜冰隊        00分57秒527 第一名 

 黃奕翔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1秒913 第一名 

 陳以樂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1秒917 第二名 

 楊凱崴 新北市惠文幼兒園 00分33秒190 第三名 

 李俊安 新北市何嘉仁三重分校 00分35秒909 第四名 

 選手甲幼童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張家誌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0秒915 第一名 

 林禾軒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1秒366 第二名 

手甲幼童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林睦芯 喬治溜冰隊 00分36秒809 第一名 

 楊婕妤 臺北市BTS溜冰隊        00分36秒977 第二名 

 陳姿涵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35秒171 第一名 

 選手甲幼童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郭淳睿 喬治溜冰隊 01分03秒403 第一名 

 黃亮穎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3秒613 第一名 

 曾妍恩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3秒898 第二名 

 選手甲一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闕壯勳 臺北市東湖國小 00分34秒746 第一名 

 陳奕升 臺北市永樂國小 00分49秒317 第二名 

 高浚誠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33秒275 第一名 

      選手甲一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林威逸 臺北市雙蓮國小 00分59秒220 第一名 

 林晉碩 臺北市敦化國小 00分59秒532 第二名 

 陳柏諺 新北市崇德國小 01分05秒135 第一名 



      選手甲一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許可穎 臺北市麗湖國小 01分00秒024 第一名 

 張智雅 臺北市吉林國小 01分06秒294 第二名 

 吳羽芯 新北市麗水國小 00分58秒597 第一名 

 張瑜芯 新北市中和國小 01分00秒075 第二名 

     選手甲二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邱威量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0秒251 第一名 

 黃光宇 臺北市龍安國小 00分32秒431 第二名 

 黃奕澄 新北市埔墘國小 00分32秒078 第一名 

  

 選手甲二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潘承宇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9秒303 第一名 

 林世紘 臺北市光仁國小 01分15秒158 第二名 

 林子又 新北市新興國小 01分04秒328 第一名 

 選手甲二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連謙語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5秒831 第一名 

 徐岑羽 新北市秀朗國小 00分31秒552 第一名 

 黃瀞葳 新北市竹林國小 00分32秒919 第二名 

 選手甲二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梁馨如 臺北市五常國小 01分00秒239 第一名 

 張芷瑜 新北市及人國小 00分56秒727 第一名 

 唐歆喬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7秒817 第二名 

 翁苑慈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8秒002 第三名 

 

 

 選手甲三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林士竣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28秒910 第一名 

 滑彥凱 新北市永平國小 00分26秒982 第一名 

 選手甲三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陳彥勳 臺北市永樂國小 00分57秒299 第一名 

 古茂杉 桃園市建國國小 00分54秒291 第一名 

 潘稘璋 新北市及人國小 00分57秒542 第二名 

選手甲三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李亭葳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28秒264        第一名 

選手甲三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彭稚芸 臺北市舊莊國小 01分02秒258 第一名 

 羅皇君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1分05秒062 第一名 

選手甲四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王宥鈞 新北新和 00分34秒989 第一名 

選手甲四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蔡承翰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5秒305 第一名 

 吳承諺 新北市重陽國小 00分57秒144 第一名 

選手甲四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李宥心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5秒245 第一名 

選手甲四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詹昀汧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7秒768 第一名 

選手甲五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邱上恩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27秒881 第一名 

選手甲五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牟晉毅         新北市麗林國小 00分45秒708 第一名 

選手甲五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陳品帆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51秒768 第一名 

選手甲六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馮彥中          新北市泰山國小 00分45秒521 第一名 

 



選手甲六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姿薰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2秒303 第一名 

選手甲六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常倢語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 00分50秒915 第一名 

選手甲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陶大暉           喬治溜冰隊 00分27秒379 第一名 

   林楷珉           桃園同德 00分24秒013 第一名 

選手甲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王譯儀            北市成德 00分47秒558 第一名 

選手甲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姿璇             北市麗山 00分30秒934 第一名 

 選手乙幼童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李龖 臺北市喵喵蛙溜冰隊 00分36秒648 第一名 

 冷睿淵 喬治溜冰隊 00分38秒162 第二名 

 陳威瑟 喬治溜冰隊 00分39秒739 第三名 

 陳秉峰 喬治溜冰隊 00分40秒886 第四名 

 吳胤均 臺北野馬溜冰隊 00分41秒116 第五名 

 蔡定衡 飆風熊溜冰隊 00分41秒212 第六名 

 吳唯永 新北市及人國小附幼 00分37秒009 第一名 

 魏至良 桃園市迪凱爾幼兒園 00分39秒744 第二名 

 陳致齊 新北市青山幼稚園 00分56秒144 第三名 

陳睿豐  北市大龍附幼               00分47秒773 

梅拓允  野馬溜冰隊               01分04秒354 

李瑀謙  野馬溜冰隊               01分13秒480 

彭彥翔  野馬溜冰隊               01分59秒482 

 

 



 選手乙幼童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劉禮維 臺北市麗山國小附幼 01分20秒580 第一名 

 吳宥緯 臺北市東新附幼 01分34秒269 第二名 

 鐘友謙 新北市奧爾仕幼兒園 01分19秒341 第一名 

 江定濤 新北市蘇格拉底幼兒園 01分34秒085 第二名 

劉羿政 新北市佳美幼兒園 01分49秒772 第三名 

 游欣澔 新北市光華幼兒園 01分53秒267 第四名 

選手乙幼童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黃宥敏 臺北野馬溜冰隊 00分42秒863 第一名 

 陳芊廷 喬治溜冰隊 00分45秒487 第二名 

 陳姮綺 喬治溜冰隊 00分46秒639 第三名 

 李奎杉 臺北野馬溜冰隊 00分49秒524 第四名 

 李少彤 臺北市曼哈頓幼兒園 01分01秒594 第五名 

呂雨霏 飆風熊溜冰隊 01分02秒844 第六名 

 徐岑聿 新北市秀朗國小附設幼 00分37秒126 第一名 
 兒園 

 林芯彤 新北市小熊森林幼兒園 00分46秒005 第二名 

 選手乙幼童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古捷方 臺北市蓬萊國小附幼 02分08秒334 第一名 

 林沛潁 新北市秀朗國小附設幼 01分13秒397 第一名 
 兒園 

 曾品萱 新北市小熊森林幼兒園 01分49秒509 第二名 

 羅翊芸 新北市小熊森林幼兒園 02分02秒742 第三名 

 選手乙一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黃柏翰 臺北市濱江國小 00分33秒233 第一名 

 陳竑安 臺北市東湖國小 00分33秒879 第二名 

 徐奕辰 臺北市志清國小 00分34秒770 第三名 

 古成軒 臺北市明湖國小 00分35秒320 第四名 

 何語宸 臺北市大湖國小 00分35秒390 第五名 

 林品嘉 臺北市東湖國小 00分36秒231 第六名 

 鄭博軒 新北市及人國小 00分31秒114 第一名 



 包允凡 新北市頂溪國小 00分31秒307 第二名 

 石正侑 新北市大豐國小 00分33秒086 第三名 

 謝鵬奇 桃園市元生國小 00分36秒294 第四名 

黃聖凱  北市百齡               00分38秒776 

鄭廷翊  北市景美               00分38秒998 

李侑澄  北市大龍               00分39秒004 

胡元維  北市吉林               00分39秒245 

高立安  北市景美               00分39秒564 

詹研甫  北市百齡               00分39秒654 

吳承庭  北市文林               00分41秒291 

陳裕昌  北市麗山               00分41秒772 

葉承翰  北市永樂               00分42秒584 

陳泓任  北市麗山               00分47秒787 

黃茂家  北市民生               00分50秒514 

林安泰  北市南門               00分55秒479 

 選手乙一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黃浩宇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3秒594 第一名 

 張博鈞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3秒612 第二名 

 李牧澤 臺北市大湖國小 01分07秒276 第三名 

 陳韋典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7秒417 第四名 

 楊予睿 臺北市內湖國小 01分07秒959 第五名 

 劉于睿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1分08秒400 第六名 

 陳冠霖 新竹市龍山國小 01分05秒964 第一名 

 王竣弘 新北市復興國小 01分16秒040 第二名 

葉浩瑜  北市大龍               01分14秒714 

劉禮綦  北市麗山               01分15秒694 

林奕辰  北市日新               01分19秒844 

梁子逵  北市民生               01分20秒163 

鄭元程  北市蓬萊               01分25秒529 

趙柏諺  北市葫蘆               01分25秒619 



呂晨韶  北市景美               01分38秒606 

選手乙一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王紫霙 臺北市東新國小 00分31秒940 第一名 

 吳宜臻 臺北市西松國小 00分33秒749 第二名 

 黃頎媛 臺北市大直國小 00分34秒760 第三名 

 吳昀潔 臺北市光復國小 00分35秒480 第四名 

 林函葦 臺北市銘傳國小 00分35秒883 第五名 

 詹以宣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36秒600 第六名 

 曹芯瑜 新北市復興國小 00分35秒238 第一名 

 王妡羽 新北市新和國小 00分37秒112 第二名 

 陳宥穎 新北市海山國小 00分37秒245 第三名 

 周芊雅 新北市林口國小 00分38秒293 第四名 

李馥均 北市內湖               00分37秒072 

呂品萱 北市百齡               00分37秒490 

盧品渝           北市民權                    00分39秒323 

周千荺 北市景美               00分43秒731 

邱荷瀅 北市三民               00分44秒161 

吳苡婕 北市五常               00分46秒185 

朱婕寧 北市景美               00分51秒778 

 

 選手乙一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許筑婷 臺北市松山國小 01分23秒634 第一名 

 張維庭 臺北市景美國小 01分23秒972 第二名 

 吳維真 新北市景新國小 01分09秒949 第一名 

 選手乙二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程至恆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0秒404 第一名 

   陳安得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1秒330 第二名 

 李少榛 臺北市東湖國小 00分31秒666 第三名 

 翁楷哲 臺北市百齡國小 00分31秒843 第四名 

 高翊誠 臺北市石牌國小 00分32秒623 第五名 



 連亦然 臺北市志清國小 00分33秒087 第六名 

 董昱陞 新北市永平國小 00分33秒092 第一名 

李緯畇  北市葫蘆               00分33秒370 

黃鉦翰  北市麗山               00分34秒441 

蔡秉恩  北市葫蘆               00分34秒457 

   洪裕幃  北市百齡               00分34秒522 

曾禹皓  北市葫蘆               00分34秒798 

嚴子軒  北市內湖               00分35秒795 

廖學辰  北市景美               00分37秒193 

鄭維鈞  北市百齡               00分39秒810 

徐碩亨  北市東湖               00分40秒452 

 

 選手乙二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李岳修 臺北市光仁國小 00分56秒164 第一名 

 蔡浚曦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1分03秒305 第二名 

 趙逸丞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4秒750 第三名 

 李澤禎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10秒739 第四名 

 陳冠宏 臺北市景美國小 01分16秒957 第五名 

 李澤宇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19秒074 第六名 

 李承諺 新北市三重國小 00分53秒944 第一名 

   許逸翔             北市景美               01分19秒393 

 

選手乙二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魏宇瞳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4秒577 第一名 

 林雨蓁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5秒470 第二名 

 張安欣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39秒626 第三名 

 黃凱秝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41秒736 第四名 

 徐杏芸 臺北市文林國小 00分43秒858 第五名 

 莊亞書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43秒876 第六名 

 馮湘婷 新北市泰山國小 00分28秒419 第一名 



 張亦萱 新北市永和國小 00分28秒499 第二名 

 李赫 新北市秀朗國小 00分30秒508 第三名 

蘇千雅 北市五常               00分45秒034 

王惟憶 北市大龍               00分48秒802 

李芸芸 北市五常               00分50秒729 

李佳育 北市葫蘆               00分51秒618 

鄧采瑜 北市文林               00分59秒070 

    張毓晏 北市葫蘆 01分17秒260 

 選手乙二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崔荺莃 臺北市景美國小 01分20秒647 第一名 

 鄭芸芸 新北市及人國小 01分00秒881 第一名 

 選手乙三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沈書亞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27秒895 第一名 

 簡鴻傑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33秒009 第二名 

 羅文傑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3秒036 第三名 

 高子傑 臺北市萬芳國小 00分33秒053 第四名 

 劉權鋐 臺北市明湖國小 00分33秒110 第五名 

 戈瑋甯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4秒323 第六名 

 王傑宇 桃園市南崁國小 00分29秒933 第一名 

 仲惟靖 新北市麗園國小 00分30秒305 第二名 

鄭育丞  北市景美               00分37秒486 

何恭翔  北市葫蘆               00分41秒008 

 

 選手乙三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林豊閎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02秒108 第一名 

 崔中瑋 臺北市麗山國小 01分15秒617 第二名 

 李宇澤 臺北市蓬萊國小 01分17秒622 第三名 

 周代睿 新北市林口國小 00分51秒050 第一名 

 林柏儒 桃園市同德國小 00分59秒028 第二名 



賴葳鴻 桃園市慈文國小 01分02秒973 第三名 

選手乙三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曾宥瑄 臺北市大同國小 00分31秒168 第一名 

 李美樂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1秒879 第二名 

 林映岑 臺北市東湖國小 00分37秒132 第三名 

 黃睿宜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37秒917 第四名 

 張郁婕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8秒772 第五名 

 柯羽芯 臺北市銘傳國小 00分40秒310 第六名 

 吳文妤 新北市重陽國小 00分31秒694 第一名 

 張叡庭 新北市網溪國小 00分32秒931 第二名 

劉又華 北市葫蘆               00分40秒429 

 

 選手乙四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孟令崴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29秒623 第一名 

 胡宸瑞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2秒027 第二名 

 許喬威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1秒317 第二名 

 詹以勒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32秒974 第三名 

 張葳捷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4秒265 第四名 

 陳泓曄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5秒602 第五名 

 林弘竣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7秒735 第六名 

沈哲宇  北市五常               00分38秒755 

劉益全  北市五常               00分39秒850 

 

 選手乙四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陳士璿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59秒718 第一名 

 林煜凱 臺北市東新國小 01分00秒044 第二名 

 延冠勲 新北市永和國小 01分01秒410 第一名 

選手乙四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高子淇 臺北市萬芳國小 00分30秒207 第一名 



 古幸安 臺北市明湖國小 00分30秒402 第二名 

 王薰儀 臺北市大龍國小 00分30秒784 第三名 

 廖妍運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1秒938 第四名 

 林怡均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32秒855 第五名 

 謝幸娟 臺北市內湖國小 00分34秒387 第六名 

蕭亦甯 北市大龍               00分35秒278 

呂羽涵 北市景美               00分46秒863 

 

 選手乙四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施心瑀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54秒310 第一名 

 李青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55秒355 第二名 

 高子涵 臺北市萬芳國小 00分56秒351 第三名 

 林亭安 臺北市景美國小 01分16秒773 第四名 

 

 選手乙五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高睿宇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27秒590 第一名 

 王舶宇 臺北市志清國小 00分29秒058 第二名 

 康毅新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32秒475 第三名 

 蕭丞鈞 新北市及人國小 00分24秒357 第一名 

 陳武俊 新北市林口國小 00分26秒551 第二名 

 選手乙五年級男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李泓洺 臺北市蓬萊國小 00分57秒103 第一名 

 林嵩祐 臺北市景美國小 01分01秒059 第二名 

 吳升凱 新北市泰山國小 00分51秒324 第一名 

選手乙五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鄭宇庭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28秒098 第一名 

 李冠瑾 臺北市內湖國小 00分29秒581 第二名 

 王心語 臺北市修德國小 00分32秒440 第三名 

 呂芝璇 臺北市東園國小 00分32秒566 第四名 



 洪千惠 臺北市景美國小 00分37秒437 第五名 

選手乙五年級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黃律綺 臺北市內湖國小 00分57秒503 第一名 

 徐錦玉 臺北市景美國小 00分59秒941 第二名 

 陳筠婷 新北市林口國小 00分52秒550 第一名 

 選手乙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李毓書 臺北市南港高中國中部 00分25秒695 第一名 

 陳湘妮 臺北市懷生國中 00分28秒669 第二名 

 陳珮妮 臺北市懷生國中 00分33秒049 第三名 

 選手乙女子組 400公尺計時賽 

 劉芩妤 臺北市康寧學校財團法 00分49秒351 第一名 
 人康寧大學 

 林佳萱 臺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00分56秒269 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