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41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成績報表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鍾和勳 高雄市勝利國小 00分24秒484 第一名

陳振哲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4秒920 第二名

李尚恩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0分25秒034 第三名

林廷謙 宜蘭縣新生國小 00分25秒209 第四名

林亞辰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國小 00分25秒216 第五名

陳柏翰 苗栗縣立山佳國小 00分25秒315 第六名

陳佑恩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0分25秒700 第七名

林楷恩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25秒828 第八名

曾衍翰 新北市達觀國小 00分25秒850

周昱勳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中附設 00分25秒961

詹其澄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6秒253

蔡雨諺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26秒671

郭承曄 臺北市立忠義國小 00分26秒725

王浚樺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6秒779

周昶霖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6秒848

陳圻勝 屏東縣東興國小 00分27秒049

施品亦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00分27秒059

莊涵喜 屏東縣仁和國小 00分27秒106

温宸熙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中附設 00分27秒290

梁詠皓 臺北市大佳國小 00分27秒345

蔡城佑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27秒382

羅宥宇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7秒439

謝澂暘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27秒591

蔡仁皓 新北市立廣福國小 00分27秒695

林群浩 臺北市三民國小 00分27秒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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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鈞 雲林縣立平和國小 00分27秒844

薛宥展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0分27秒857

歐帛彥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8秒199

林祐安 臺北市大佳國小 00分28秒208

張皓淳 新北市立民安國小 00分28秒359

李曜丞 臺中市立鹿峰國小 00分28秒419

瞿楷宸 臺北市立石牌國小 00分28秒610

彭立和 臺北市立東門國小 00分28秒899

謝承叡 桃園市立青溪國小 00分28秒959

徐翊升 新北市重陽國小 00分29秒103

蔡秉祐 新北市立更寮國小 00分29秒220

蔡鴻恩 臺北市大佳國小 00分29秒400

劉晉丞 高雄市立東光國小 00分30秒120

李翊柏 臺北市立敦化國小 00分31秒117

陳昱錡 臺北市興雅國小 00分31秒430

陳暐霖 高雄市立民族國小 00分32秒775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林子淼 彰化縣立陝西國小 00分57秒493 第一名

蔡承易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00分58秒092 第二名

陳振哲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58秒178 第三名

林睿廷 宜蘭縣光復國小 00分58秒276 第四名

黃莒祐 彰化縣立南郭國小 01分00秒079 第五名

廖先偉 臺中市立豐原國小 01分00秒248 第六名

陳佑恩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1分00秒342 第七名

林楷恩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1分00秒956 第八名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謝典晏 彰化縣立鹿東國小 02分01秒975 第一名

莊敍瑋 桃園市興仁國小 02分03秒079 第二名

范姜群聖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2分03秒203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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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子熏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2分03秒314 第四名

蔡承易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02分03秒530 第五名

林睿廷 宜蘭縣光復國小 02分03秒730 第六名

羅英嘉 桃園市立宋屋國小 02分03秒822 第七名

蘇俊哲 高雄市民族國小 02分15秒507 第八名

黃莒祐 彰化縣立南郭國小 01分57秒193

劉祥丞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1分58秒224

張倚袵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1分58秒787

曾衍皓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小 01分59秒397

廖先偉 臺中市立豐原國小 01分59秒540

吳洸佑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1分59秒837

莊詠鈞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2分00秒378

鍾和勳 高雄市勝利國小 02分00秒993

尹浩丞 新北市立新和國小 02分01秒154

林廷謙 宜蘭縣新生國小 02分01秒956

翁子彧 桃園市立南崁國小 02分04秒764

廖昱翔 臺中市立瑞穗國小 02分04秒99 

丁泰鈞 新北市立自強國小 02分06秒169

陳品翔 臺北市立大龍國小 02分06秒490

林緯宸 新北市立新和國小 02分07秒574

蔡城佑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2分07秒643

甘智寬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2分07秒813

羅星皓 雲林縣立鎮西國小 02分08秒21 

蔡承偉 屏東縣仁和國小 02分08秒878

蔡雨諺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2分10秒351

陳永滐 雲林縣立虎尾國小 02分11秒979

蔡秉祐 新北市立更寮國小 02分19秒437

陳子濬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2分24秒032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2000公尺開放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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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淼 彰化縣立陝西國小 04分08秒097 第一名

尤子熏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4分09秒344 第二名

周昱勳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中附設 04分09秒451 第三名

劉祥丞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4分09秒454 第四名

吳洸佑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4分09秒599 第五名

張倚袵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4分09秒750 第六名

李尚恩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4分09秒858 第七名

范姜群聖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4分09秒865 第八名

蘇俊哲 高雄市民族國小 04分14秒996

陳柏翰 苗栗縣立山佳國小 04分15秒220

莊敍瑋 桃園市興仁國小 04分17秒551

歐帛彥 臺南市大灣國小 04分18秒045

丁泰鈞 新北市立自強國小 04分19秒952

林亞辰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國小 04分24秒887

廖昱翔 臺中市立瑞穗國小 04分29秒795

翁子彧 桃園市立南崁國小 04分31秒53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龍玥彤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00分25秒386 第一名

蕭卉妘 新北市立秀朗國小 00分25秒452 第二名

洪晞媛 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00分25秒538 第三名

高婕瑜 屏東縣東港國小 00分25秒822 第四名

林宸妤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00分25秒845 第五名

鄭晴媗 新竹市東園國小 00分25秒861 第六名

施依岑 彰化縣立文開國小 00分25秒873 第七名

洪凡雅 新北市立新埔國小 00分26秒065 第八名

廖宸瑜 新北市立新店國小 00分26秒410

彭詩雅 新北市立復興國小 00分26秒474

吳美嫻 苗栗縣立建國國小 00分26秒656

黃辰晞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6秒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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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芮薰 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00分26秒763

洪梓瑞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26秒778

謝昕妮 桃園市立快樂國小 00分27秒355

胡雅茵 臺北市立中正國小 00分27秒668

范文婷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7秒745

林侑潔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分28秒281

楊采凝 臺北市建安國小 00分28秒313

黃晴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8秒578

黃子窈 高雄市文德國小 00分28秒724

江品蓁 新北市立光復國小 00分29秒734

龔芷柔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30秒601

張芊盈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31秒115

劉宣妤 臺北市金華國小 00分31秒247

張元薰 臺北市西松國小 00分31秒689

劉庭安 高雄市立東光國小 00分32秒796

林侑靚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分39秒41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李語喬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0分58秒717 第一名

蕭卉妘 新北市立秀朗國小 00分58秒839 第二名

廖宸瑜 新北市立新店國小 00分59秒137 第三名

龍玥彤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01分02秒235 第四名

吳美嫻 苗栗縣立建國國小 01分00秒227 第五名

高婕瑜 屏東縣東港國小 01分00秒234 第六名

陳玥蓁 臺中市立梧棲區中正國小 01分00秒309 第七名

陳亭安 臺中市立樹義國小 01分00秒411 第八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李語喬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1分57秒056 第一名

林梓希 新北市立復興國小 01分57秒173 第二名

吳承安 臺北市麗山國小 01分57秒314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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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湘蓉 彰化縣立南興國小 01分58秒623 第四名

劉子寧 雲林縣立鎮西國小 01分58秒684 第五名

林宸妤 高雄市立龍華國小 01分59秒388 第六名

陳亭安 臺中市立樹義國小 02分00秒931 第七名

許宸翎 臺南市大灣國小 02分04秒904 第八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2000公尺開放賽

施依岑 彰化縣立文開國小 04分04秒583 第一名

林梓希 新北市立復興國小 04分05秒441 第二名

劉子寧 雲林縣立鎮西國小 04分05秒697 第三名

彭詩雅 新北市立復興國小 04分05秒975 第四名

吳承安 臺北市麗山國小 04分06秒502 第五名

孫筱晴 臺南市立安順國小 04分09秒044 第六名

黃辰晞 臺南市大灣國小 04分09秒064 第七名

鄭晴媗 新竹市東園國小 04分09秒519 第八名

許宸翎 臺南市大灣國小 04分10秒300

葉若妤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4分10秒546

林益如 彰化縣立和美國小 04分12秒543

李玟潔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4分19秒370

許芮薰 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04分21秒078

施筱晴 桃園市立楓樹國小 04分30秒956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莊惟甯 高雄市立獅湖國小 00分21秒619 第一名

廖冠捷 新北市立廣福國小 00分22秒863 第二名

楊承儒 桃園市立慈文國小 00分23秒008 第三名

蔡宗佑 屏東縣仁和國小 00分23秒181 第四名

冷浚睿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3秒215 第五名

李宇杰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3秒292 第六名

阮政皓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23秒587 第七名

洪煜軒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23秒760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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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諭 高雄市立光華國小　 00分23秒838

洪右澄 臺中市立益民國小 00分23秒847

黃士軒 臺南市新泰國小 00分23秒871

楊翊弘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00分23秒895

陳冠瑜 高雄市鳳翔國小 00分24秒098

任宥丞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00分24秒155

呂鴻霆 桃園市文化國小 00分24秒177

賴閎翊 嘉義市立志航國小 00分24秒181

張勝崴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4秒502

施孟傑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24秒528

賴玠宇 新北市立網溪國小 00分24秒554

王昱堯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小 00分24秒632

黃冠傑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24秒645

許傳奕 新竹縣信勢國小 00分24秒686

蔡承恩 新北市立文德國小 00分24秒761

黃同瑮 屏東縣以栗國小 00分24秒998

吳冠岑 臺中市立沙鹿國小 00分25秒118

楊博甯 嘉義市港坪國小 00分25秒285

夏承睿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5秒365

李定康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25秒413

黃柏霖 臺北市立溪口國小 00分25秒534

林裕恩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25秒642

邱晨宥 桃園市立忠貞國小 00分25秒753

鍾曜鴻 桃園市立新街國小 00分25秒774

邱友誠 桃園市新屋國小 00分25秒792

張定塏 臺中市立梧棲國小 00分25秒810

王治羲 臺北市立社子國小 00分25秒974

蘇彥齊 桃園市立北門國小 00分26秒031

張永品 新北市立秀朗國小 00分26秒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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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禾 臺中市立車籠埔國小 00分26秒096

邱正杰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26秒327

廖承祐 新北市立竹圍國小 00分26秒384

卓泰良 臺中市立忠信國小 00分26秒558

周坤皜 臺北市銘傳國小 00分26秒833

葉子軒 桃園市市立中平國小 00分26秒948

蔡定衡 臺北市立義方國小 00分26秒980

姜信菄 新北市立鷺江國小 00分27秒032

黃靖維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7秒076

林朔漢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00分27秒265

鄭頎豫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7秒466

林柏樂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0分27秒988

謝承緒 新竹縣新湖國小 00分28秒165

陳泓旭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00分28秒346

姜博凱 新北市立中和國小 00分28秒487

郭宥睿 臺北市大佳國小 00分29秒210

王崧育 臺中市立大德國小 00分29秒218

黃宥程 新北市立麗林國小 00分29秒847

李仲凱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33秒03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周立宇 臺中市立順天國小 00分52秒594 第一名

羅中佑 桃園市立宋屋國小 00分52秒734 第二名

冷浚睿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2秒769 第三名

曹詠程 臺中市立大同國小 00分54秒210 第四名

王廷瑄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53秒570 第五名

蔡宗佑 屏東縣仁和國小 00分53秒677 第六名

黃品宥 屏東縣林邊國小 00分55秒192 第七名

施孟傑 新北市昌平國小 00分55秒315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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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曜丞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1分49秒494 第一名

古育嘉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1分49秒532 第二名

王廷瑄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1分49秒622 第三名

張哲愷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1分49秒669 第四名

張恩淇 雲林縣立鎮西國小 01分49秒996 第五名

阮政皓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1分50秒034 第六名

鄭頎軒 臺南市大灣國小 01分52秒774 第七名

洪士曦 新北市立新埔國小 01分52秒923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3000公尺計分賽

高永旭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第一名

古育嘉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第二名

羅中佑 桃園市立宋屋國小 第三名

吳冠霖 屏東縣林邊國小 第四名

彭韋杰 新竹縣立竹東國小 第五名

莊嚴 屏東縣仁和國小 第六名

林秉頡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國小 第七名

鄭才航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3000公尺淘汰賽

高永旭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5分19秒748 第一名

吳冠霖 屏東縣林邊國小 05分19秒764 第二名

彭韋杰 新竹縣立竹東國小 05分20秒091 第三名

陳柏勳 屏東縣仁和國小 05分20秒309 第四名

莊嚴 屏東縣仁和國小 05分20秒428 第五名

林宥穎 臺南市立崇明國小 05分20秒648 第六名

張哲愷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5分21秒165 第七名

周立宇 臺中市立順天國小 05分39秒874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黃苡安 新竹縣新湖國小 00分23秒009 第一名

劉若莛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3秒106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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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婕語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0分23秒434 第三名

陳玟妡 屏東縣林邊國小 00分23秒816 第四名

謝依軒 桃園市立元生國小 00分24秒152 第五名

吳家萱 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00分24秒184 第六名

史可歆 臺中市立福陽國小 00分24秒343 第七名

蔡沛岑 新北市立光華國小 00分24秒479 第八名

梁芷瑄 新北市立達觀國中 00分24秒499

鄭采青 屏東縣仁和國小 00分24秒577

羅悅瑄 屏東縣和平國小 00分24秒583

謝婉妤 桃園市新明國小 00分24秒792

江曼菱 桃園市市立中壢國小 00分24秒850

陳姿涵 新北市立雙城國小 00分25秒010

謝米雅 國立屏東大學實小 00分25秒228

蔡喬安 屏東縣和平國小 00分25秒278

廖品涵 臺中市立葫蘆墩國小 00分25秒397

詹羽棠 宜蘭縣頭城國小 00分25秒468

逄晴安 新北市立清水國小 00分25秒473

洪禹安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25秒541

BAE, Si Woo 大韓民國 00分25秒680

楊婕妤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00分25秒786

黃思璇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5秒798

邱紫瑜 新北市立安坑國小 00分26秒182

林靜妡 雲林縣立雲林國小 00分26秒288

曾品萱 新北市立文聖國小 00分26秒555

林彤恩 臺中市立中港國小 00分26秒592

王卉潔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26秒984

陳奕如 新北市立安坑國小 00分27秒877

蔡雨潼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28秒073

林芸衣 臺北市幸安國小 00分28秒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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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芷瑜 新北市立米倉國小 00分29秒862

陳宜靜 臺中市立竹林國小 00分30秒373

黃孝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31秒124

黃苡涵 臺北市立內湖國小 00分31秒728

林梓萱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分32秒67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黃苡安 新竹縣新湖國小 00分54秒220 第一名

李婕語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0分54秒254 第二名

楊舒涵 高雄市立新光國小 00分54秒412 第三名

廖庭誼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54秒496 第四名

梁芷瑄 新北市立達觀國中 00分54秒789 第五名

王韵喬 臺中市立大元國小 00分54秒920 第六名

何家儀 新北市立新和國小 00分58秒328 第七名

鍾依岑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00分58秒336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洪于譿 桃園市立快樂國小 01分53秒458 第一名

劉若莛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1分53秒684 第二名

黃琇鈞 新竹縣立信勢國小 01分54秒198 第三名

薛丞芸 屏東縣仁和國小 01分54秒843 第四名

蕭妤潔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01分55秒606 第五名

湯心瑜 高雄市中山國小　 01分57秒455 第六名

盧羽婷 彰化縣立和美國小 01分57秒935 第七名

楊舒涵 高雄市立新光國小 01分58秒026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3000公尺計分賽

孫筱淩 臺南市立安順國小 第一名

薛丞芸 屏東縣仁和國小 第二名

黃亮穎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第三名

周宥岑 新北市立永和國小 第四名

鄒佳芸 新竹縣立中興國小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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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婕芯 彰化縣立平和國小 第六名

周以晴 桃園市立西門國小 第七名

黃思璇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第八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3000公尺淘汰賽

孫筱淩 臺南市立安順國小 05分42秒316 第一名

洪于譿 桃園市立快樂國小 05分42秒492 第二名

黃琇鈞 新竹縣立信勢國小 05分42秒649 第三名

蕭妤潔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05分46秒708 第四名

鄒佳芸 新竹縣立中興國小 05分48秒229 第五名

林妍彤 雲林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05分48秒258 第六名

王翊寧 臺北市立東門國小 05分48秒388 第七名

范姜文欣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5分48秒546 第八名

吳亭諠 苗栗縣立建國國小 05分48秒564

黃霈玲 臺中市立大同國小 05分48秒578

周以晴 桃園市立西門國小 05分48秒657

盧羽婷 彰化縣立和美國小 05分48秒769

湯心瑜 高雄市中山國小　 05分48秒79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曾冠崴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0分20秒990 第一名

李承諺 新北市立三重國小 00分21秒004 第二名

張良鈺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21秒116 第三名

沈奕文 宜蘭縣北成國小 00分21秒168 第四名

Suttikan Phuakhoo 泰國 00分21秒205 第五名

黃秉紘 屏東縣林邊國小 00分21秒428 第五名

Pawarit Nochai 泰國 00分21秒275 第六名

蔡嘉恩 新北市立積穗國小 00分21秒552 第六名

張閎剴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21秒688 第七名

曾益宸 雲林縣立鎮西國小 00分21秒813 第八名

汪峻嘉 高雄市陽明國小 00分21秒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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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宥槿 新北市立成功國小 00分22秒082

林照恩 新竹縣立大同國小 00分22秒088

倪紹綸 臺北市立仁愛國小 00分22秒142

廖偉程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2秒202

黃宏榿 桃園市立青溪國小 00分22秒221

李家豪 雲林縣立鎮東國小 00分22秒231

邱鈺軒 雲林立桂林國小 00分22秒256

邱正銘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22秒390

黃士愷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00分22秒459

吳威廷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2秒544

周宥辰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0分22秒552

黃保瑞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0分22秒561

陳楷恩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0分22秒638

周庭碩 桃園市立信義國小 00分22秒726

張伯旭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小 00分22秒755

蔡秉歷 屏東縣以栗國小 00分22秒990

程瀚 臺北市成德國小 00分23秒023

蔡承恩 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00分23秒040

劉彥緯 桃園市立普仁國小 00分23秒149

胡家宏 桃園市私立有得國小 00分23秒207

黃博易 嘉義市港坪國小 00分23秒289

許承恩 屏東縣以栗國小 00分23秒310

陳言愷 新北市立興南國小 00分23秒335

詹益豪 宜蘭縣頭城國小 00分23秒337

徐奇碣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23秒385

何宇恩 宜蘭縣南屏國小 00分23秒393

黃柏予 雲林縣立平和國小 00分23秒410

曾奕嘉 臺北市西湖國小 00分23秒514

林逸丞 臺南市立崇明國小 00分23秒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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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得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3秒540

陳宣輔 新北市立江翠國小 00分23秒669

葉哲愷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3秒747

阮柏睿 臺中市立葫蘆墩國小 00分24秒031

林磊 臺北市立東湖國小 00分24秒088

蔣銓 新北市立自強國小 00分24秒110

何鈞軒 臺中市立大明國小 00分24秒290

王廷丰 臺北市銘傳國小 00分24秒368

吳政諺 宜蘭縣黎明國小 00分24秒372

梁家瑋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4秒373

李秉軒 新北市立廣福國小 00分24秒451

王亭皓 新北市立秀朗國小 00分24秒515

歐朗行 香港 00分24秒630

黃浩宇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24秒635

瞿楀庭 臺北市立石牌國小 00分24秒664

羅傑鴻 高雄市新上國小 00分24秒679

葉哲睿 嘉義市興嘉國小 00分24秒688

方博宇 桃園市龍岡國小 00分24秒766

李祐丞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00分24秒796

楊予睿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4秒842

温俊岳 桃園市市立中平國小 00分24秒917

吳亭誼 嘉義市港坪國小 00分25秒033

鄭宇佑 臺南市大灣國小 00分25秒221

林晉碩 臺北市立敦化國小 00分25秒267

張熙甯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5秒443

謝瑞霆 宜蘭縣清溝國小 00分25秒452

方鼎耀 臺北市立東新國小 00分25秒865

蘇奕安 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 00分25秒898

曾國任 臺北市立大龍國小 00分25秒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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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麟 臺北市麗山國小 00分25秒947

張禮元 臺北市西松國小 00分26秒258

KANG, Ha Rin 大韓民國 00分26秒329

鄧閔謙 桃園市市立中平國小 00分27秒30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周宸宇 臺中市立順天國小 00分48秒430 第一名

劉宜承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分48秒521 第二名

沈奕文 宜蘭縣北成國小 00分48秒569 第三名

張良鈺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48秒641 第四名

Pawarit Nochai 泰國 00分49秒988 第五名

何一 新竹縣信勢國小 00分50秒441 第五名

張安祐 苗栗縣立后庄國小 00分51秒909 第六名

林竑亦 臺中市立鹿峰國小 00分51秒983 第七名

張閎剴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50秒909 第八名

Suttikan Phuakhoo 泰國 00分50秒902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李冠諭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01分40秒905 第一名

陳祈佑 新竹縣松林國小 01分42秒230 第二名

曾冠崴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1分42秒243 第三名

羅盛煒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1分42秒298 第四名

張祐嘉 臺南市立崇明國小 01分42秒455 第五名

黎宥辰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1分42秒511 第六名

廖敏勛 臺中市立葫蘆墩國小 01分42秒528 第七名

張安祐 苗栗縣立后庄國小 01分42秒571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3000公尺計分賽

李冠諭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第一名

鍾侑庭 苗栗縣立六合國小 第二名

黎宥辰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第三名

鍾昀翰 苗栗縣立公館國小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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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浩羽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第五名

盧秉謙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第六名

郭宸宏 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第七名

黃秉紘 屏東縣林邊國小 第八名

歐陽齊 新北市竹林國小

黃紹龍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曾麟棋 新北市立安坑國小

SEO, Hyeon Jun 大韓民國

林士舜 屏東縣社皮國小

岳振琦 桃園市立青溪國小

文祈翔 高雄市立忠義國小

劉宜承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潘柏誌 屏東縣潮東國小

崔少博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陳品言 屏東縣大明國小

柯嚴竣 臺南市大灣國小

Suttikan Phuakhoo 泰國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5000公尺淘汰賽

周宸宇 臺中市立順天國小 08分28秒751 第一名

陳祈佑 新竹縣松林國小 08分28秒917 第二名

羅盛煒 新竹縣立新湖國小 08分29秒766 第三名

黃翊崴 苗栗縣立山佳國小 08分31秒164 第四名

鐘泉澍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8分31秒196 第五名

廖敏勛 臺中市立葫蘆墩國小 08分31秒246 第六名

郭彦綜 高雄市立八卦國小 08分31秒854 第七名

蕭浩羽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08分32秒287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心瑜 嘉義市博愛國小 00分21秒220 第一名

吳雨璇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21秒499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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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N, Seo Hyun 大韓民國 00分21秒742 第三名

張禕倫 臺中市立鹿峰國小 00分21秒817 第三名

楊舒郁 臺中市大新國小 00分22秒096 第四名

吳若瑜 新北市立雙城國小 00分22秒615 第五名

Arnatcha Mukdasa 泰國 00分22秒580 第五名

屠子芸 屏東縣仁和國小 00分22秒699 第六名

Ramida Srimas 泰國 00分22秒791 第七名

李宥琳 高雄市桂林國小 00分22秒802 第七名

黃宥媗 宜蘭縣南屏國小 00分22秒813 第八名

劉蕎萱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22秒866

禇品妤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小 00分22秒905

李霈萱 臺中市立六寶國小 00分23秒075

洪婕安 屏東縣崎峰國小 00分23秒291

謝品誼 新竹縣新湖國小 00分23秒311

鄒季蓁 臺中市豐洲國小 00分23秒404

潘穎棽 香港 00分23秒853

賴怡諠 臺北市立溪口國小 00分23秒941

賴薪羽 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00分24秒153

王貞婷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24秒242

周芸湞 新北市立溪洲國小 00分24秒341

施韋伶 臺北市立百齡國小 00分24秒404

柯尚妍 臺北市五常國小 00分24秒482

鄒羽姍 臺中市豐洲國小 00分24秒548

李欣桐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4秒825

黃彥芸 桃園市市立中平國小 00分24秒931

劉蘊瑤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0分24秒944

邱笳華 新北市立安坑國小 00分24秒961

曾子凝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00分25秒068

顏彤真 臺中市立竹林國小 00分25秒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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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芊華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00分25秒457

黃婕芯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25秒527

陳妍希 新北市立新和國小 00分25秒885

張韶芸 新北市立更寮國小 00分26秒102

蔡蕙宇 新北市立五寮國小 00分26秒616

鄭曼音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00分26秒974

周芷璡 香港 00分27秒93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蘇芷琳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0分49秒777 第一名

JEON, Seo Hyun 大韓民國 00分50秒214 第二名

饒佳佳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0分50秒310 第二名

侯昕妍 臺北市古亭國小 00分50秒351 第三名

王宥婷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0分50秒220 第四名

吳雨璇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0分50秒592 第五名

林芯卉 臺中市立瑞城國小 00分51秒269 第六名

古婷亘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0分51秒352 第七名

陳心瑜 嘉義市博愛國小 00分51秒298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侯昕妍 臺北市古亭國小 01分59秒051 第一名

潘孟彤 臺南市大灣國小 01分59秒114 第二名

陳薇如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1分59秒400 第三名

鄭晴安 新竹市東園國小 01分59秒471 第四名

饒佳佳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02分00秒066 第五名

楊舒郁 臺中市大新國小 02分00秒095 第六名

古婷亘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2分00秒963 第七名

林芯卉 臺中市立瑞城國小 02分01秒754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3000公尺計分賽

葉家萓 嘉義縣立大林國小 第一名

張厤溱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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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晴安 新竹市東園國小 第三名

林宥萱 新北市立莒光國小 第四名

李芳儀 屏東縣大潭國小 第五名

饒佳沂 臺中市立南陽國小 第六名

林芝誼 臺南市立安順國小 第七名

Arnatcha Mukdasa 泰國 第八名

廖姿羽 桃園市立青溪國小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5000公尺淘汰賽

蘇芷琳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8分55秒369 第一名

葉家萓 嘉義縣立大林國小 08分55秒588 第二名

陳薇如 臺北市立葫蘆國小 08分55秒604 第三名

潘孟彤 臺南市大灣國小 08分55秒708 第四名

洪家琪 新竹縣新豐國小 08分55秒892 第五名

李芳儀 屏東縣大潭國小 08分56秒763 第六名

許鏸中 高雄市光榮國小　 08分57秒099 第七名

林宥萱 新北市立莒光國小 08分57秒393 第八名

楊智晴 桃園市立南門國小 09分00秒793

林芷羚 宜蘭縣立中山國小 09分01秒218

蔡佩芩 臺中市立鹿峰國小 09分06秒631

許希研 新北市立金龍國小 09分09秒355

國中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許崇煒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00分19秒108 第一名

曾麟凱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19秒166 第二名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00分19秒175 第三名

李翔恩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00分19秒378 第四名

谷少峰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19秒531 第五名

張詠維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 00分19秒539 第六名

王顥勳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19秒560 第七名

Lukáš Přibík 捷克 00分19秒674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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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弘鈞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00分19秒982 第八名

NOPPRON CHO 泰國 00分19秒914

陳丞展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中 00分20秒122

葉哲亨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0秒123

吳昀樺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20秒180

迪昂 拿凱蘇嵐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00分20秒195

郭恩昊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00分20秒252

張哲維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分20秒383

劉哲宇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0秒428

廖祥安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分20秒442

陳貫勛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0秒462

許宇泓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20秒628

侯凱翔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0秒645

鄭伊傑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21秒168

何律言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1秒289

洪珝桓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0分21秒401

陳佑任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00分21秒452

陳柏翰 屏東縣大同高中國中部 00分21秒479

謝侑廷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1秒517

曹欣豪 香港 00分21秒536

黃子謙 香港 00分21秒576

嚴澈 臺北市景興國中 00分21秒685

曾丞洋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00分22秒017

戈瑋甯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2秒800

顏彣洋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3秒111

陳尚威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0分23秒315

邵冠睎 香港 00分23秒575

陳彥霖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4秒416

談澤君 香港 00分24秒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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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00分45秒117 第一名

江信竑 臺中市立爽文國中 00分45秒211 第二名

游元閎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 00分45秒375 第三名

張詠維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 00分45秒437 第四名

賴佳盛 高雄市大仁國中 00分45秒549 第五名

谷少峰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5秒679 第六名

曾麟凱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45秒728 第七名

李翔恩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00分45秒788 第八名

王顥勳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5秒986

尤冠儒 高雄市立後勁國中 00分46秒045

陳冠袺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 00分46秒343

黃柏翰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46秒422

Lukáš Přibík 捷克 00分46秒574

吳昀樺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7秒155

NOPPRON CHO 泰國 00分47秒283

鍾東朋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分47秒436

許宇泓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47秒514

簡弘鈞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00分47秒790

劉哲宇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48秒146

葉哲亨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8秒146

李維哲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8秒173

陳貫勛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8秒362

苗文杰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00分48秒492

蔡少翔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8秒543

廖祥安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分48秒602

迪昂 拿凱蘇嵐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00分48秒653

陳丞展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中 00分48秒750

蔡承晉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附設國 00分48秒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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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律言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8秒850

洪珝桓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0分49秒120

林明宏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49秒711

陳柏翰 屏東縣大同高中國中部 00分49秒933

陳竑鈞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分49秒954

蕭柏杰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9秒998

楊昆育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0分50秒516

曾丞洋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00分50秒968

黃子謙 香港 00分51秒046

陳昱均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51秒193

曹欣豪 香港 00分51秒456

戈瑋甯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51秒717

梁子宸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00分52秒012

魏司諺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00分53秒988

曾鎮濠 臺北市興福國中 00分55秒888

黃群益 彰化縣立花壇國中 00分55秒966

陳尚威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0分56秒198

王煜翔 屏東縣光春國中 00分56秒380

顏彣洋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56秒620

邵冠睎 香港 00分56秒661

陳彥霖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58秒128

黃彥傑 彰化縣立花壇國中 00分59秒014

談澤君 香港 01分00秒148

劉彥甫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03秒091

國中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李銘昌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 01分32秒984 第一名

溫晨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01分33秒176 第二名

許崇煒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01分33秒313 第三名

柳智芫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1分33秒500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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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璵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01分33秒588 第五名

林筠謦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33秒967 第六名

Lukáš Přibík 捷克 01分35秒502 第七名

陳柏佑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36秒057 第七名

江信竑 臺中市立爽文國中 01分30秒697 第八名

陳冠袺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 01分30秒704

陳致佑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 01分30秒867

黃柏翰 屏東縣東新國中 01分31秒129

杜丞哲 臺北市麗山國中 01分31秒248

周揮桉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31秒249

賴佳盛 高雄市大仁國中 01分32秒946

柳子凡 宜蘭縣國華國小 01分34秒339

張維彧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1分34秒987

陳示騫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34秒999

張博鈞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01分35秒689

苗文杰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01分35秒985

鄭伊傑 屏東縣東新國中 01分36秒308

陳昱睿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1分36秒370

劉彥甫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36秒370

黃彥傑 彰化縣立花壇國中 01分36秒694

陳祈綸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1分36秒762

NOPPRON CHO 泰國 01分37秒459

郭健智 屏東縣光春國中 01分37秒644

李維哲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37秒934

陳羿愷 高雄市大灣國中 01分38秒790

黃漢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01分39秒160

王煜翔 屏東縣光春國中 01分39秒499

詹騰幃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39秒839

蕭柏杰 臺北市麗山國中 01分40秒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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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昆育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1分40秒020

劉峻榕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1分41秒081

曹欣豪 香港 01分42秒334

梁子宸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01分46秒668

魏司諺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01分47秒827

蕭騰宏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01分47秒962

曾鎮濠 臺北市興福國中 01分58秒143

國中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溫晨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第一名

柳智芫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第二名

張凱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第三名

王璵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第四名

楊程光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五名

陳賢洋 屏東縣明正國中 第六名

林鶴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七名

傅孝宇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八名

李沅富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李煒城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陳致佑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

戴偉峻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Lukáš Přibík 捷克

張愷倢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附設國

陳瑞斌 屏東縣東新國中

黃懋立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戴屹鋐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譚玄浩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鄭安佑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李程凱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張育齊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附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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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辰鈞 臺中市居仁國中

杜丞哲 臺北市麗山國中

陳冠璋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林士堯 屏東縣萬新國中

蘇彥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鍾東朋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陳楷程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游璿均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劉耕綸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國中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李銘昌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 15分59秒542 第一名

尤冠儒 高雄市立後勁國中 16分00秒128 第二名

張凱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16分00秒284 第三名

傅孝宇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四名

游元閎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 第五名

林筠謦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第六名

戴屹鋐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第七名

Lukáš Přibík 捷克 第八名

楊程光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八名

國中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吳映澄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20秒831 第一名

林芯彤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00分20秒933 第二名

黃郁文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21秒012 第三名

羅靖淳 香港 00分21秒038 第四名

楊尹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0分21秒171 第四名

潘善淇 香港 00分21秒102 第五名

陳欣汝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附設國 00分21秒259 第五名

夏芷涵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21秒336 第六名

蔡佳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21秒629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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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1秒770 第八名

林靜欣 香港 00分21秒832

陳心淳 屏東縣林邊國中 00分21秒870

黎芷姍 新竹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 00分21秒889

KOH, Hee Kyung 大韓民國 00分21秒892

劉冠妤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00分22秒006

鍾沁如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00分22秒325

李庭瑜 屏東縣明正國中 00分22秒414

謝采忻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00分22秒474

黃千卉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22秒637

彭衫穎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00分22秒658

潘姵萁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0分22秒691

KOH, Ji In 大韓民國 00分22秒718

林琤珮 財團法人恆毅高中 00分23秒121

曾曉敏 香港 00分23秒288

袁偲渝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00分23秒390

文楷晴 高雄市立鳳山國中 00分23秒509

洪承儀 臺北市內湖國中 00分24秒065

蔡潁霓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00分24秒387

王薇婷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24秒768

江承潔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25秒244

廖妍運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00分25秒313

黃宣諠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00分25秒655

賴韋慈 臺南市立麻豆國中 00分26秒316

國中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林芯彤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00分48秒529 第一名

潘善淇 香港 00分48秒674 第二名

趙珮妤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48秒690 第二名

黃寀穎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00分48秒845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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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馨尹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8秒865 第四名

黎芷姍 新竹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 00分48秒870 第五名

吳映澄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9秒633 第六名

羅翌嘉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50秒110 第七名

夏芷涵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49秒495 第八名

劉冠妤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00分49秒575

羅靖淳 香港 00分49秒988

黃郁文 臺北市麗山國中 00分49秒999

林芳辰 屏東縣光春國中 00分50秒032

王筠瑄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0分50秒117

王宥淇 臺中市神岡國中 00分50秒179

陳欣汝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附設國 00分50秒202

林靜欣 香港 00分50秒434

陳姵錡 屏東縣光春國中 00分50秒440

林姵筠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0分50秒562

鍾沁如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00分50秒703

KOH, Hee Kyung 大韓民國 00分50秒705

張菀婷 臺中市神岡國中 00分50秒754

潘姵萁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0分50秒841

陳心淳 屏東縣林邊國中 00分50秒907

KOH, Ji In 大韓民國 00分50秒995

邱鈺喬 臺中市立光復國中 00分51秒064

李庭瑜 屏東縣明正國中 00分51秒166

林郁庭 宜蘭縣頭城國小 00分51秒563

黃千卉 屏東縣東新國中 00分51秒691

洪承儀 臺北市內湖國中 00分53秒857

曾曉敏 香港 00分53秒954

蔡沂儒 高雄市英明國中 00分55秒698

廖妍運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00分57秒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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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承潔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0分59秒155

賴韋慈 臺南市立麻豆國中 01分01秒330

國中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鄭妮 屏東縣明正國中 01分47秒666 第一名

李佳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01分48秒084 第二名

胡馨尹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48秒113 第三名

黃寀穎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01分48秒174 第四名

李語珊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48秒547 第五名

趙珮妤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48秒959 第六名

林芳辰 屏東縣光春國中 01分49秒055 第七名

潘善淇 香港 01分49秒388 第八名

林昱伶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37秒528

謝宛圻 臺中市立成功國中 01分37秒737

王筠瑄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38秒042

胡凱茹 屏東縣光春國中 01分38秒251

黃美瑄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01分38秒365

陳欣汝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附設國 01分38秒524

王宥淇 臺中市神岡國中 01分39秒110

羅翌嘉 屏東縣東新國中 01分39秒292

邱鈺喬 臺中市立光復國中 01分41秒880

黃芊雅 屏東縣中正國中 01分42秒088

林靜欣 香港 01分42秒192

林郁庭 宜蘭縣頭城國小 01分42秒812

楊尹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1分42秒833

張羽蕎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附設國 01分43秒074

Kim Yi Ji Changwon 01分43秒130

林姵筠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 01分43秒211

KOH, Ji In 大韓民國 01分43秒260

KHANSA NAYR 印尼 01分43秒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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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01分43秒569

KOH, Hee Kyung 大韓民國 01分43秒852

李百薇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43秒951

張菀婷 臺中市神岡國中 01分45秒319

繆沛婕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01分48秒030

曾曉敏 香港 01分52秒470

蔡潁霓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01分54秒349

國中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陳宣霈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第一名

張芝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二名

Kim Yi Ji Changwon 第三名

黃立昀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第三名

徐昀彤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第四名

林文心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五名

陳唯真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六名

KOH, Ji In 大韓民國 第七名

林于涵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七名

羅晨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第八名

張羽蕎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附設國

李昀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附設國

劉倢如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胡凱茹 屏東縣光春國中

賴姝嫻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附設國

葉翊庭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潘俋伶 屏東縣光春國中

張語瑄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

莊沛欣 臺中市豐原國中

潘品蓁 屏東縣光春國中

王偲宇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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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姵錡 屏東縣光春國中

KOH, Hee Kyung 大韓民國

蔡佳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陳品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黃芊雅 屏東縣中正國中

盛孍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KHANSA NAYR 印尼

蔡之祈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蔡昕耘 屏東縣光春國中

國中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陳宣霈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17分16秒128 第一名

鄭妮 屏東縣明正國中 17分17秒017 第二名

李佳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7分18秒023 第三名

黃立昀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第四名

張芝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第五名

徐昀彤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第六名

楊景淳 屏東縣東新國中 第七名

黃美瑄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第八名

賴姝嫻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附設國

林昱伶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郭婕繡 高雄市立後勁國中

Kim Yi Ji Changwon

林文心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羅晨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林于涵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陳唯真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李昀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附設國

張語瑄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

潘俋伶 屏東縣光春國中

共 49 頁，第 30 頁



李語珊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王偲宇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潘善淇 香港

李百薇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劉孟宣 嘉義市嘉義國中

謝宛圻 臺中市立成功國中

葉翊庭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KOH, Ji In 大韓民國

KHANSA NAYR 印尼

KOH, Hee Kyung 大韓民國

盛孍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高中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18秒750 第一名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00分18秒936 第二名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19秒145 第三名

張晨瑋 國立羅東高中 00分19秒177 第四名

陳俊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00分19秒373 第五名

黃韋傑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0分19秒549 第六名

洪家豪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19秒629 第七名

張勝凱 國立羅東高商 00分19秒805 第八名

江丞恩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00分20秒062

方子銘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00分20秒082

黃聖杰 臺北市內湖高中 00分20秒180

蘇子成 國立秀水高工 00分20秒192

鍾秉哲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0分20秒651

顏沂浩 國立員林農工 00分20秒821

黃俊翔 國立羅東高商 00分20秒950

簡偉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00分21秒020

高中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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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00分45秒099 第一名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0分45秒177 第二名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00分45秒414 第三名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0分45秒623 第四名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44秒955 第五名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45秒087 第六名

陳建榳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00分45秒525 第七名

張晨瑋 國立羅東高中 00分45秒619 第八名

陳俊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00分45秒691

范勝凱 臺北市南湖高中 00分46秒038

江丞恩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00分46秒377

洪家豪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6秒471

蘇子成 國立秀水高工 00分46秒655

黃聖杰 臺北市內湖高中 00分46秒705

方子銘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00分46秒980

鍾秉哲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0分47秒254

顏沂浩 國立員林農工 00分47秒730

巫憫智 臺中市后綜高中 00分48秒259

鄭宇廷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8秒793

簡偉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00分48秒879

黃俊翔 國立羅東高商 00分49秒902

高中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廖昱翔 國立鹿港高中 01分30秒282 第一名

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01分30秒468 第二名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1分30秒758 第三名

苟富傑 國立虎尾高中 01分31秒035 第四名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1分31秒600 第五名

陳聖鑫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1分31秒771 第六名

黃韋傑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1分32秒623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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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之又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33秒282 第八名

張勝凱 國立羅東高商 01分31秒266

林冠廷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01分31秒985

陳建榳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01分32秒058

范勝凱 臺北市南湖高中 01分32秒234

巫憫智 臺中市后綜高中 01分33秒419

劉柏駒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36秒520

姚育鈞 桃園市私立成功工商 01分36秒738

高中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一名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二名

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三名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第四名

黃瀚緯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五名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六名

張家豪 國立羅東高商 第七名

劉鎧睿 國立潮州高中 第八名

陳育菖 國立臺南二中

崔友亮 國立羅東高商

陳勁瑋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歐威林 臺中市后綜高中

郭哲瑋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李彥廷 國立鹿港高中

鄔竣宇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劉茂彬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鄭之又 國立潮州高中

黃啓銘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廖昱翔 國立鹿港高中 15分49秒435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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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15分49秒783 第二名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5分52秒735 第三名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第四名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五名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六名

陳勁瑋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七名

黃瀚緯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八名

劉鎧睿 國立潮州高中

張家豪 國立羅東高商

苟富傑 國立虎尾高中

陳聖鑫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陳育菖 國立臺南二中

鄔竣宇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郭哲瑋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劉柏駒 國立潮州高中

崔友亮 國立羅東高商

歐威林 臺中市后綜高中

劉茂彬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鄭宇廷 國立潮州高中

李彥廷 國立鹿港高中

黃啓銘 國立潮州高中

林冠廷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姚育鈞 桃園市私立成功工商

高中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 00分20秒504 第一名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00分22秒269 第二名

吳榕軒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00分25秒929 第三名

高中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00分48秒120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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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 00分49秒709 第二名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00分50秒712 第三名

鍾起玉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00分57秒636 第四名

高中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1分56秒852 第一名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01分56秒97 第二名

陳玳喬 臺北市松山高中 01分59秒335 第三名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01分59秒394 第四名

曾音綺 臺北市南湖高中 01分59秒962 第五名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02分00秒717 第六名

陳芊瑾 高雄市仁武高中 02分00秒933 第七名

高中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一名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二名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第三名

劉雨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四名

盧盈蓁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第五名

高中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8分20秒232 第一名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18分20秒686 第二名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18分23秒397 第三名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第四名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第五名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第六名

劉雨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七名

盧盈蓁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第八名

陳芊瑾 高雄市仁武高中

鍾起玉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大專社會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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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建丞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18秒862 第一名

范聖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進修 00分18秒866 第二名

林憲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18秒870 第三名

羅毓翔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18秒906 第四名

李方仁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0分18秒969 第五名

賴奕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19秒012 第六名

戴靖哲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19秒277 第七名

郭育豪 真理大學 00分19秒395 第八名

賴冠丞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19秒406

方紹宇 高雄市實踐大學 00分19秒435

林冠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19秒470

陳柏任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19秒523

吳松翰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19秒760

李宗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20秒304

黃宗浩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0秒327

高培華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0秒442

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趙祖政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1分29秒300 第一名

劉孟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1分29秒903 第二名

林憲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1分29秒910 第三名

柯建丞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1分30秒089 第四名

黃若鳴 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01分30秒133 第五名

楊子慶 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 01分30秒137 第六名

陳冠霖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1分30秒477 第七名

李方仁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1分31秒227 第八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趙祖政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第一名

范聖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進修 第二名

楊子慶 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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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四名

吳建勳 萬能科技大學 第五名

黃若鳴 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第六名

羅毓翔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第七名

郭育豪 真理大學 第八名

陳冠霖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陳卓熙 臺北市立大學

黃宗浩 臺北市立大學

賴奕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盤家羽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0秒416 第一名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21秒368 第二名

陳羿云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1秒920 第三名

鄭雯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23秒334 第四名

王冠茗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0分23秒606 第五名

蔡瑞珊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4秒089 第六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連湘芸 臺北市立大學 01分41秒950 第一名

賴雨彤 華夏科技大學 01分42秒303 第二名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01分43秒332 第三名

王冠茗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1分50秒053 第四名

鄭雯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1分58秒819 第五名

青年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17秒798 第一名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17秒905 第二名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00分18秒286 第三名

廖韋丞 臺中市后綜高中 00分18秒508 第四名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00分18秒515 第五名

Tomáš Bohumský 捷克 00分18秒697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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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00分18秒698 第七名

Prokop Stodola 捷克 00分18秒95 第八名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18秒972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19秒102

黃立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00分19秒242

吳紹瑋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00分19秒277

青年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44秒015 第一名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4秒168 第二名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00分44秒350 第三名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44秒383 第四名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4秒246 第五名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4秒419 第六名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00分44秒549 第七名

Tomáš Bohumský 捷克 00分45秒574 第八名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廖韋丞 臺中市后綜高中

王韋傑 臺中市后綜高中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吳紹瑋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黃立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潘元威 國立新化高工

Jakub Holubec 捷克

劉晉傑 香港

谷憲霖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BAEK, Ha Neul 大韓民國

張昌睿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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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Yong Woon 大韓民國

曾景熙 香港

杜育愷 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青年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1分35秒030 第一名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01分35秒034 第二名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35秒139 第三名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01分35秒692 第四名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1分35秒721 第五名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01分36秒586 第六名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01分36秒725 第七名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37秒892 第八名

青年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一名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第二名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第三名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第四名

陳俊豪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五名

張凱翔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第六名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第七名

陳正誠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第八名

JO, Sung Kyu 大韓民國

游晉誠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宋建樺 新竹縣仰德高中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蘇珉漢 臺中市后綜高中

劉晉傑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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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áš Bohumský 捷克

BAEK, Ha Neul 大韓民國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潘元威 國立新化高工

Seok ChangHun Changwon

Jakub Holubec 捷克

青年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15分16秒841 第一名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15分17秒285 第二名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15分18秒147 第三名

陳俊豪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第四名

張凱翔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第五名

陳正誠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第六名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第七名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第八名

游凱傑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宋建樺 新竹縣仰德高中

蘇珉漢 臺中市后綜高中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Seok ChangHun Changwon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BAEK, Ha Neul 大韓民國

JO, Sung Kyu 大韓民國

游晉誠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Tomáš Bohumský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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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Prokop Stodola 捷克

潘元威 國立新化高工

王韋傑 臺中市后綜高中

青年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許縈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 00分19秒578 第一名

 Nerea Langa 西班牙 00分19秒855 第二名

趙竟雯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20秒000 第三名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00分20秒020 第四名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20秒027 第五名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00分20秒129 第六名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 00分20秒208 第七名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00分20秒424 第八名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0分20秒573

盛佩霖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00分20秒610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21秒210

青年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 00分47秒164 第一名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00分47秒492 第二名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0分47秒612 第三名

趙竟雯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0分47秒715 第四名

許縈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 00分47秒246 第五名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0分47秒399 第六名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00分47秒544 第七名

盛佩霖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00分47秒560 第八名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Nerea Lang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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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AFIFAH NURUL 印尼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KANG, Su Hyeon 大韓民國

陳绨蓮 臺中市后綜高中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JEONG, Jae Eun 大韓民國

劉子淘 香港

Petpisut Siamchai 泰國

Nitchasin Ruekva 泰國

青年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趙竟雯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01分48秒862 第一名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 01分49秒163 第二名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1分49秒214 第三名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49秒286 第四名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01分50秒802 第五名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01分59秒894 第六名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02分01秒648 第七名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02分01秒666 第八名

青年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第一名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第二名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第三名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第四名

李巧容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第五名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第六名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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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第八名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江芸婷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李文薏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Kanami Arai 日本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

JEONG, Jae Eun 大韓民國

KANG, Su Hyeon 大韓民國

Petpisut Siamchai 泰國

劉子淘 香港

Nitchasin Ruekva 泰國

青年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16分36秒023 第一名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16分36秒495 第二名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6分37秒213 第三名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第四名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第五名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第六名

李巧容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第七名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第八名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江芸婷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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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JEONG, Jae Eun 大韓民國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Kanami Arai 日本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李文薏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Nerea Langa 西班牙

KANG, Su Hyeon 大韓民國

劉子淘 香港

Petpisut Siamchai 泰國

Nitchasin Ruekva 泰國

成年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PARK GEON W Takino Korea 00分17秒612 第一名

Jonathan Galar 西班牙 00分17秒666 第二名

宋青陽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17秒706 第三名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17秒716 第四名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17秒886 第五名

Jorge Luis Martin 墨西哥 00分17秒892 第六名

Simon Albrecht 德國 00分18秒091 第七名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18秒163 第八名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18秒241

Ron Pucklitzsch 德國 00分18秒261

Elton De Souza 法國

游本徹 臺北市立大學

成年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0分42秒401 第一名

PARK GEON W Takino Korea 00分42秒445 第二名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42秒514 第三名

Elton De Souza 法國 00分42秒530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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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本徹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42秒805 第五名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0分43秒787 第六名

Jonathan Galar 西班牙 00分44秒276 第七名

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00分44秒775 第八名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Simon Albrecht 德國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Jorge Luis Martin 墨西哥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陳銘德 國立屏東大學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余政韋 國立宜蘭大學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Etienne Ramali 德國

成年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01分25秒248 第一名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01分25秒398 第二名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01分25秒458 第三名

Elton De Souza 法國 01分25秒464 第四名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01分25秒772 第五名

Son Geun Seong Takino Korea 01分25秒798 第六名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1分26秒791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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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1分26秒815 第八名

成年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陳彥成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第一名

柯福軒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 第二名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第三名

Elton De Souza 法國 第四名

陳奇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第五名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第六名

Son Geun Seong Takino Korea 第七名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第八名

成年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柯福軒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 15分01秒363 第一名

陳彥成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15分01秒377 第二名

Son Geun Seong Takino Korea 15分03秒742 第三名

Elton De Souza 法國 第四名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第五名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第六名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第七名

蔡嘉瑋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第八名

陳奇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余為恩 臺北市立大學

陳則言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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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林淳聖 國立臺南高商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Nobuyasu Koretsu 日本

陳銘德 國立屏東大學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簡子軒 國立屏東大學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PARK GEON W Takino Korea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葉恩佑 國立潮州高中

黃安拙 國立屏東大學

PUTTAWAT BO 泰國

關子祺 香港

成年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陳映竹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0分18秒761 第一名

彭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00分19秒053 第二名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00分19秒291 第三名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00分19秒295 第四名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19秒348 第五名

王冠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00分19秒505 第六名

PARK, Min Jeong 大韓民國 00分19秒582 第七名

PARK, Ji Su 大韓民國 00分19秒633 第八名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00分20秒487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00分20秒976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00分21秒168

成年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彭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00分44秒854 第一名

陳映竹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0分44秒912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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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Min Jeong 大韓民國 00分45秒130 第三名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00分45秒270 第四名

王冠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00分45秒762 第五名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00分45秒778 第六名

PARK, Ji Su 大韓民國 00分46秒126 第七名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00分47秒433 第八名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DEITALIANIS S 印尼

成年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01分31秒701 第一名

陳映竹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01分31秒778 第二名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01分31秒779 第三名

PARK, Min Jeong 大韓民國 01分31秒963 第四名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01分32秒140 第五名

王冠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01分32秒172 第六名

彭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01分32秒308 第七名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01分32秒656 第八名

成年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第一名

楊詠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第二名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第三名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第四名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第五名

林姿伃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第六名

LEE, Yong Hwa 大韓民國 第七名

張宥心 國立宜蘭大學 第八名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成年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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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19分19秒407 第一名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19分19秒429 第二名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19分21秒297 第三名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第四名

張宥心 國立宜蘭大學 第五名

林姿伃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第六名

SUH, So Hee 大韓民國 第七名

楊詠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第八名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LEE, Yong Hwa 大韓民國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古馨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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