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臺北市中正盃花式溜冰錦標賽 賽程一 

12月 8日 星期六  台北市關渡國小                                            

10:00-10:10  選手一級/選手二級圖形練習（套型開放練習） 

10:10-10:35  選手一級/選手二級圖形比賽（10×2分+5=25分）由男生開始比賽 

10:35-10:45 【頒獎】 

 

10:45-10:55  選手三級/選手四級圖形練習（套型開放練習） 

10:55-11:50  選手三級/選手四級圖形比賽（16 ×3分+5=53分） 

 

11:50-12:05  個人冰舞練習（中年級、高年級、國中組 3×5分） 

12:05-12:20  個人冰舞國小組比賽（4×3分=12分） 

12:20-12:30 【頒獎】 

 

12:30-12:40  選手初級花式溜冰幼童、低年級男子組練習 

12:40-12:50  選手初級花式溜冰低年級女子組、中年級、高年級、國中組練習 

12:50-13:50  選手初級花式溜冰比賽（34人×2分+=68分）由男生開始比賽 

 

13:50-14:10  選手組圖形練習【頒獎】 

14:10-15:10  選手組圖形比賽（14 ×4分+5=61分） 

15:10-15:20 【頒獎】 

 

15:20-15:40直排花式練習（國小低、中年級組） 

15:40-16:10直排花式比賽（國小低年級組 6中年級組 3）9×3.5 =30 

16:10-16:20 【頒獎】 

 

16:20-16:30  選手一級花式溜冰低年級組練習 

16:30-17:05  選手一級花式溜冰低年級組比賽（13×2.5分+3=35 分） 

17:05-17:15  選手一級花式溜冰中年級組、高年級組練習 

17:15-17:50  選手一級花式溜冰中年級組、高年級組比賽（12×2.5分+5=35分） 

17:50-18:00 【頒獎】 

 

 

 

 

 

 

 

 

 

 



107臺北市中正盃花式溜冰錦標賽 賽程二 

12月 9日 星期日  台北市關渡國小                                            

08:00-08:15  選手二級花式溜冰中年級女子組練習 

08:15-08:50  選手二級花式溜冰中年級女子組比賽（13×2.5分+3=35分） 

08:50-09:05  選手二級花式溜冰低年級組、中年級男子組、高年級組、國中組練習 

09:05-09:40  選手二級花式低年級組、中年級男子組、高年級組、國中組比賽（13×2.5分+3=35分） 

09:40-09:50 【頒獎】 

 

09:50-10:05  選手三級花式溜冰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男子組、國中組練習 

10:05-10:50  選手三級花式低年級、中年級組、高年級男子組、國中組比賽（11×3.5分+5=45 分） 

10:50-11:05  選手三級花式溜冰高年級女子組練習 

11:05-11:45  選手三級花式溜冰高年級女子組比賽（10×3.5分+5=40分） 

11:45-11:55 【頒獎】 

 

11:55-12:10  選手四級花式溜冰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練習 

12:10-12:50  選手四級花式溜冰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比賽（10×3.5分+5=40 分） 

12:50-13:00 【頒獎】 

 

13:00-13:20  國小選手花式溜冰低年級組、中年級組練習 

13:20-13:50  國小選手花式溜冰低年級組、中年級組比賽（7×4分=30分） 

13:50-14:00 【頒獎】 

 

14:00-14:20  國小選手花式溜冰高年級組練習 

14:20-14:55  國小選手花式溜冰高年級組比賽（7×4分+5=35分） 

14:55-15:05 【頒獎】 

 

15:05-15:25  國小公開組花式溜冰練習 

15:25-15:40  國小公開組花式溜冰比賽（3×4分=15分） 

15:40-15:50 【頒獎】 

 

15:50-16:10  國中女子選手組花式溜冰練習 

16:10-16:50  國中女子選手組花式溜冰比賽（6人×6分=36分） 

16:50-17:10  國中男子選手組、高中選手組花式溜冰練習 

17:10-17:40  國中男子選手組、高中選手組花式溜冰比賽（4人×6分=24 分） 

17:40-18:00 【頒獎】 

 

 



花式溜冰比賽各組參賽選手分組名冊

選手一級

低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宋迎碩  台北市天母國小  

 2陳晨光 台北市碧湖國小  

3林宥廷 台北市碧湖國小

4張睿仁 台北市北投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陳予恩 台北市碧湖國小  

2張蕎纓 台北市大安國小

3程茗琦 台北市明道國小

4藍彤芯 台北市銘傳國小

5王可瑜 台北市吉林國小

6張婉旋 新北市復興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程睿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1張皓鈞 新北市復興國小 1程睿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2賴泯翰 台北市福林國小

3徐振貴 台北市明道國小

4程睿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黃靖雅 台北市古亭國小 1徐麗喬 台北市明道國小 1黃靖雅 台北市古亭國小

2江晏晴 台北市碧湖國小

3鄭琳恩 台北市大安國小

4黃靖雅 台北市古亭國小

5唐子甯 台北市中正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胡佳蓁 台北市古亭國小 1胡佳蓁 台北市古亭國小 1胡佳蓁 台北市古亭國小

2蒙麗茗 台北市福林國小

107年臺北市中正盃花式溜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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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二級

低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周吳軒 台北市三興國小 1周彥碩 台北市三興國小 周吳軒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周彥碩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周吳軒 台北市三興國小 周彥碩 台北市三興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蔡子琦 台北市康寧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甘翊佑 台北市碧湖國小

2簡凱禾 新北市五華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何深馨 台北市明道國小 1陳沛渝 台北市碧湖國小 何深馨 台北市明道國小

2葉紘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2陳晹涵 台北市碧湖國小 陳安欣 台北市大安國小

3謝宜芝 台北市明道國小 3何深馨 台北市明道國小 葉紘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4陳安欣 台北市大安國小 4陳安欣 台北市大安國小 謝宜芝 台北市明道國小

5梁慧恩 台北市蓬萊國小

6郭子涵 台北市碧湖國小

7葉紘瑜 台北市明道國小

8程子珈 新北市汐止國小

9吳恩瑜 台北市碧湖國小

10張心姸 台北市碧湖國小

11江星儀 台北市大安國小

12王靖文 台北市吉林國小

13謝宜芝 台北市明道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王競樂 新北市秀峰國小

2林辰侑 台北市大安國小

3高宇哲 台北市大安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郭寶怡 台北市碧湖國小

2錢宇萍 台北市碧湖國小

3簡心悅 新北市五華國小

4方馨霈 台北市大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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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王翊琁 台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選手三級

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蔡孟潔 新北市淡水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3、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傅永翔 台北市三興國小 1林定毅 台北市碧湖國小 1傅永翔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傅永翔 台北市三興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3、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王宥芹 台北市三興國小 1藍千涵 台北市碧湖國小 1王宥芹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張孜寧 台北市大安國小

3王麗喬 台北市大安國小

4王宥芹 台北市三興國小

5余欣怡 台北市碧湖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4、8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薛允嘉 台北市明道國小 1薛允嘉 台北市明道國小 1薛允嘉 台北市明道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4、8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林菁盈 台北市三興國小 1林昕嬡 台北市康寧國小 王毓楨 台北市明道國小

2劉嘉瑋 台北市明道國小 2林劭芸 台北市康寧國小 林妤萍 台北市明道國小

3侯安琪 台北市明道國小 3林妤萍 台北市明道國小 林菁盈 台北市三興國小

4王毓楨 台北市明道國小 4郭芷妤 台北市明道國小 侯安琪 台北市明道國小

5郭芷妤 台北市明道國小 5劉嘉瑋 台北市明道國小 郭芷妤 台北市明道國小

6林妤萍 台北市明道國小 6黃尹謙 台北市碧湖國小 劉嘉瑋 台北市明道國小

7侯安琪 台北市明道國小

8王毓楨 台北市明道國小

9余欣蓮 台北市碧湖國小

10林菁盈 台北市三興國小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4、8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毛玉玲 台北市木柵國中 1陳彩夏 台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2蔡宜軒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2廖昱涵 台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3劉嘉琳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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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四級
中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3、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吳旻翰 台北市碧湖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3、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王雨涵 台北市大安國小 1王雨涵 台北市大安國小 1王雨涵 台北市大安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1、19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王博渝 台北市大安國小 1王博渝 台北市大安國小 1王博渝 台北市大安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1、19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吳映儀 台北市碧湖國小

2林妍霏 台北市靜心小學

國中男子組 圖形 No.11、19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吳櫂羽 台北市南港高中國中部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11、19B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蘇貞穎 台北市木柵國中 1蘇貞穎 台北市木柵國中 1蘇貞穎 台北市木柵國中

2平芷縈 台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高中女子組 圖形 No.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蔡幸芸 台北市景美女中 1高逸慈 台北市景美女中 1蔡幸芸 台北市景美女中

2蔡幸芸 台北市景美女中

選手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李宥廷 台北市河堤國小 1李宥廷 台北市河堤國小 1李宥廷 台北市河堤國小

2李俊錡 新北市文化國小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2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黃敏琍 台北市桃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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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3、11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陳以芯 台北市再興小學 1劉牧愛 台北市逸仙國小 徐承蔚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徐承蔚 台北市三興國小 2徐承蔚 台北市三興國小 陳以芯 台北市再興小學

3陳以芯 台北市再興小學

4黃海琍 台北市桃源國小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圖形 No.14、1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龔宏宇 台北市明道國小 1徐兆瑋 台北市福林國小 徐兆瑋 台北市福林國小

2徐兆瑋 台北市福林國小 2陳冠崴 台北市碧湖國小 龔宏宇 台北市明道國小

3龔宏宇 台北市明道國小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圖形 No.14、19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辜鈺婷 台北市古亭國小 1蔡幸均 台北市明道國小 辜鈺婷 台北市古亭國小

2林妍霏 台北市靜心小學 2辜鈺婷 台北市古亭國小 蔡幸均 台北市明道國小

3蔡幸均 台北市明道國小 3劉牧心 台北市逸仙國小

4李佳恩 台北市碧湖國小

國中男子組 圖形 No.21B、31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黃致倫 台北政治大學附中 1黃致倫 台北政治大學附中 1黃致倫 台北政治大學附中

2陳宗賢 台北市內湖國中

國中女子組 圖形 No.21B、31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李凱娣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1吳若瑄 台北市內湖國中 1李凱娣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2鍾文寧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2胡盼恩 桃園市文昌國中

3游昀蓁 台北市麗山國中

4林庭安 台北市內湖國中

5李凱娣 臺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6蘇峪 台北市龍門國中

高中女子組 圖形 No.21B、31A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陳若璇 台北市南湖高中 1賴亞薰 台北市和平高中

2郭芷妤 台北市和平高中 2廖韻綺 新北市安康高中

3張羽忻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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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國小男子組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蘇奕 台北市古亭國小

2涂宇靖 台北市碧湖國小

國小女子組  

基本型 自由型 綜合型

1邱歆惠 台北市碧湖國小

直排花式
選手一級

幼童女子組 低年級男子組 低年級女子組

1吳艾恩 台中市大坑國小附幼 1簡志翰 台北市碧湖國小 1黃塏竛 台北市碧湖國小

2賴岑晰 台中市私立米亞幼兒園 2楊子衡 台北市碧湖國小 2張又云 台中市塗城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1吳羽薇 台中市大坑國小

2趙曉光 台中市文山國小

選手三級
中年級女子組

1蕭艾娜 台中市篤行國小

個人冰舞
中年級女子組 高年級女子組

1藍千涵 台北市碧湖國小 1余欣蓮 台北市碧湖國小

2余欣怡 台北市碧湖國小

 選手初級賽
幼童男子組
吳東祐 台北市三興國小附幼

幼童女子組
王宥芳  台北市三興國小附幼 陳湘尹 台中市私立澴宇蒙特梭利中小學實驗教育

劉芝妍 台北市 蔡沛珍 新北市淡水國小幼稚園

低年級男子組
古皓允 台北市健康國小 唐培勛 台北市中正國小 陳首汛 新北市新市國小

吳承峰 台北市萬芳國小 高禾謙 台北市力行國小 彭予喆 台北市健康國小

林立松 台北市民生國小 陳首全 新北市新市國小 蔣云輔 台北市碧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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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女子組
吳采玹 台北市三興國小 張喻喬 台中市信義國小 陳沛臻 台北市碧湖國小

周可婕 台北市碧湖國小 郭羽晞 台北市福林國小 陳孟欣 台北市博嘉國小

林子喬 台北市碧湖國小 郭岑琳 台北市碧湖國小 陳泱瑾 新北市新市國小

趙曉恩 台中市文山國小 蕭芯妤 台北市福林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張築文  台北市三興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王靖淳 台北市龍安國小 李伯儀  台北市三興國小 賀立雅  台北市仁愛國小 

黃韻芹 台北市永安國小

高年級男子組
徐承佑 台北市三興國小 蒲冠勳  台北市三興國小

高年級女子組
黃庭珍 台北市龍安國小

國中男子組
吳豐添 台北市萬芳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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