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5年第三十三屆青年盃溜冰錦標賽接力成績報表 

 國小男乙組 2000公尺接力賽 

 夢幻競速溜冰隊 周怡丞 03分28秒790 第一名 

 夢幻競速溜冰隊 郭亦翔 03分28秒790 第一名 

 夢幻競速溜冰隊 胡勝銘 03分28秒790 第一名 

 夢幻競速溜冰隊 周揮桉 03分28秒790 第一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B 郭奕 03分36秒723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B 陳世紘 03分36秒723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B 陳禹誠 03分36秒723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B 陳柏佑 03分36秒723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B 王謙 03分36秒723 第二名 

 小喬治溜冰隊 郭承祐 03分39秒297 第三名 

 小喬治溜冰隊 王顥勳 03分39秒297 第三名 

 小喬治溜冰隊 劉亮廷 03分39秒297 第三名 

 小喬治溜冰隊 張哲瑋 03分39秒297 第三名 

 小喬治溜冰隊 梁子宸 03分39秒297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新板聯隊 吳冠彣 03分40秒574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板聯隊 嚴    澈 03分40秒574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板聯隊 謝睿哲 03分40秒574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板聯隊 蔡耀鋒 03分40秒574 第四名 

 新北市光速直排輪 林家葆 03分42秒872 第五名 

 新北市光速直排輪 王廷宇 03分42秒872 第五名 

 新北市光速直排輪 陳柏翔 03分42秒872 第五名 

 新北市光速直排輪 陳柏叡 03分42秒872 第五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C 許鉑佑 04分17秒398 第六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C 羅仁佑 04分17秒398 第六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C 張培正 04分17秒398 第六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C 歐陽齊 04分17秒398 第六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C 曾緯謙 04分17秒398 第六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陳彥霖 03分47秒511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李維哲 03分47秒511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顏彣洋 03分47秒511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陳示騫 03分47秒511 第一名 

 古亭國小 陳品安 04分35秒341 第二名 

 古亭國小 李孟哲 04分35秒341 第二名 

 古亭國小 吳秉儒 04分35秒341 第二名 

 古亭國小 林忠諭 04分35秒341 第二名 

 國小女乙組 2000公尺接力賽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夏芷涵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李百薇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李語珊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彭資淯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繆沛婕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王宥婷 03分27秒263 第一名 

 古亭國小 侯昕妍 03分46秒830 第二名 

 古亭國小 林紫綾 03分46秒830 第二名 

 古亭國小 蔡季昀 03分46秒830 第二名 

 古亭國小 陳詠琳 03分46秒830 第二名 

 古亭國小 李翊瑄 03分46秒830 第二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賴姝嫻 03分37秒83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吳亞庭 03分37秒83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陳品蓉 03分37秒83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陳品瑄 03分37秒83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林宥萱 03分37秒832 第一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D 賴怡諠 03分51秒81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D 吳若瑜 03分51秒81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D 古婷亘 03分51秒81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D 呂之怡 03分51秒810 第二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江品儀 04分05秒600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林妤軒 04分05秒600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廖若羽 04分05秒600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衣阮方玉 04分05秒600 第三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陳薇如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李欣桐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黃婕芯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李妮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潘子凌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楊韻丞 04分08秒038 第四名 

 國小男甲組 2000公尺接力賽 

 喬治溜冰隊A 吳紹瑋 03分05秒46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林睦恩 03分05秒46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湯遠脩 03分05秒462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游凱傑 03分05秒462 第一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B 陳奕宇 03分08秒286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B 陳奕安 03分08秒286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B 劉東諺 03分08秒286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B 劉安勳 03分08秒286 第二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黃聖杰 03分08秒553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范勝凱 03分08秒553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黃韋傑 03分08秒553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胡爾杰 03分08秒553 第三名 

 Friends溜冰隊 李翔恩 03分17秒218 第四名 

 Friends溜冰隊 劉子宸 03分17秒218 第四名 

 Friends溜冰隊 林筠謦 03分17秒218 第四名 

 Friends溜冰隊 張棋硯 03分17秒218 第四名 

 Friends溜冰隊 黃昱勛 03分17秒218 第四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A 劉祐辰 03分19秒527 第五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A 李鎮宙 03分19秒527 第五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A 胡安和 03分19秒527 第五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A 許崇煒 03分19秒527 第五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黃威翔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詹騰緯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李沂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陳致唯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謝旻桓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羅裕安 03分24秒311 第六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劉哲宇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彭少晨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谷少峰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李沅富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李玠廷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吳冠志 03分11秒273 第一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Ａ 蕭柏杰 03分22秒791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Ａ 黃家弘 03分22秒791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Ａ 范勝傑 03分22秒791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Ａ 查承軒 03分22秒791 第二名 

 蓬萊國小 陳威宇 03分23秒651 第三名 

 蓬萊國小 洪偉傑 03分23秒651 第三名 

 蓬萊國小 盧秉佑 03分23秒651 第三名 

 蓬萊國小 陳威廷 03分23秒651 第三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Ｂ 蔡少翔 03分37秒000 第四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Ｂ 葉哲亨 03分37秒000 第四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Ｂ 蘇郁淵 03分37秒000 第四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Ｂ 陳貫勛 03分37秒000 第四名 

 國小女甲組 2000公尺接力賽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陳昀彤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繆沛綺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顏妏聿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廖偉婷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陳俐璇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吳昱萱 03分19秒827 第一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 李筱茨 03分23秒917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 陳玳喬 03分23秒917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 陳雅凡 03分23秒917 第二名 

 臺北市麗山國小 杜育綺 03分23秒917 第二名 

 古亭國小 曾苡慈 03分34秒369 第三名 

 古亭國小 王筠瑄 03分34秒369 第三名 



 古亭國小 趙珮妤 03分34秒369 第三名 

 古亭國小 張瑋宸 03分34秒369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陳品岑 03分20秒171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胡馨尹 03分20秒171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林依潔 03分20秒171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張庭禎 03分20秒171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板橋分部 李巧容 03分20秒171 第一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 李昀 03分30秒940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 許芷芸 03分30秒940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 黃敏 03分30秒940 第二名 

 桃園區滑輪溜冰協會 劉乙萱 03分30秒940 第二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陳詩沅 03分33秒275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洪予晨 03分33秒275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黃郁文 03分33秒275 第三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曾音綺 03分33秒275 第三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祝語涵 03分37秒453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衣阮方恩 03分37秒453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廖珮彤 03分37秒453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郭萱翎 03分37秒453 第四名 

 喬治溜冰隊(新店) 張予綠 03分37秒453 第四名 

 Friends溜冰隊 陳永薰 03分49秒721 第五名 

 Friends溜冰隊 簡庭妤 03分49秒721 第五名 

 Friends溜冰隊 楊筑婷 03分49秒721 第五名 

 Friends溜冰隊 林芊妤 03分49秒721 第五名 

 國中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喬治溜冰隊A 谷憲霖 04分21秒36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李  宣 04分21秒36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楊  荀 04分21秒36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黃立凱 04分21秒36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吳昕峰 04分21秒360 第一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Ａ 賴柏叡 04分24秒15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Ａ 陳寬珉 04分24秒15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Ａ 葉恩佑 04分24秒15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Ａ 吳豐全 04分24秒150 第二名 

 新北市王者溜冰隊Ａ 李弘彬 04分24秒150 第二名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游正宇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夏元儒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曾慶禾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胡宸鄴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嘉鵬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宜蘭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柳子丞 04分28秒245 第三名 
 員會 

 喬治百齡溜冰隊 黃茂睿 04分38秒609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許巧思 04分38秒609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夏紫杰 04分38秒609 第四名 

 喬治百齡溜冰隊 李侑宸 04分38秒609 第四名 

 國中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喬治溜冰隊A 簡序珊 04分33秒51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童姵翎 04分33秒51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許縈莛 04分33秒51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A 賴冠后 04分33秒510 第一名 

 喬治溜冰隊B 許馨妤 05分13秒200 第二名 

 喬治溜冰隊B 潘子喬 05分13秒200 第二名 

 喬治溜冰隊B 衣阮方仁 05分13秒200 第二名 

 喬治溜冰隊B 李佩儒 05分13秒200 第二名 

 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喬治教練隊 郭育豪 04分22秒638 第一名 

 喬治教練隊 刁偉峻 04分22秒638 第一名 

 喬治教練隊 張惟喆 04分22秒638 第一名 

 喬治教練隊 潘士升 04分22秒638 第一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祝鼎家 04分25秒901 第二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吳松翰 04分25秒901 第二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羅毓翔 04分25秒901 第二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高培華 04分25秒901 第二名 

 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臺北野馬溜冰隊 蔡宛如 04分50秒362 第一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陳羿云 04分50秒362 第一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楊采恩 04分50秒362 第一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李絜萱 04分50秒362 第一名 

 臺北野馬溜冰隊 何季涵 04分50秒362 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