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公尺計時賽 青年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青年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青年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青年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許縈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 50 1 陳玲 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50 1 陳玲 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48 1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50 1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48 1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45 2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45 2 趙竟雯 桃園恃溜冰隊 47 2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5 2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46 2

趙竟雯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44 3 許縈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 43 3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40 3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41 3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5 3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39 4 施沛妤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38 4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39 4 李巧容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40 4 李巧容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41 4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38 5 盤佳昀 屏東縣潮州高中 38 4 施沛妤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6 5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37 5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36 5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38 5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8 4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35 6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5 6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30 6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35 7 趙竟雯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37 7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32 7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33 7 林欣妤 屏東縣中正國中 29 7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5 7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30 8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2 7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24 8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27 8

盛佩霖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32 9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30 9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31 9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3 9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27 8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31 10 李芸錚 屏東縣潮州高中 24 10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1 9 陳玲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22 10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24 10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29 11 李筱茨 台北市麗山國中 24 10 林宜婷 屏東縣林邊國中 24 11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22 10 江芸婷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23 11

闕均羽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3 12 陳知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4 10 許縈莛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 23 12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21 12 李芸錚 國立潮州高中 22 12

莊善茵 國立潮州高中 21 13 闕均羽 新北市新北高中 24 10 李巧容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22 13 李佳芸 台南市民德國中 20 13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2 12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18 14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2 14 莊蕓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2 13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20 13 李佳芸 台南市民德國中 20 14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18 14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20 15 劉安瑜 台中市豐原高商 21 15 李文薏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8 15 楊景淳 屏東縣東新國中 19 15

吳映澄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13 16 盛佩霖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16 16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20 16 劉安瑜 台中市豐原高商 17 16 李文薏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8 16

李佳芸 台南市民德國中 12 17 劉安瑜 台中市豐原高商 15 17 李佳芸 台南市民德國中 15 17 陳莉筑 桃園恃溜冰隊 15 17 劉安瑜 台中市豐原高商 16 17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11 18 李佳芸 台南市民德國中 12 18 李文薏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4 18 簡序珊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13 18 李筱茨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14 18

陳绨蓮 臺中市后綜高中 9 19 劉昱萱 屏東縣潮州高中 12 18 鄭薇 屏東縣大同高中 14 18 羅晨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13 18 陳莉筑 桃園恃溜冰隊 13 19

陳唯真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9 19 陳绨蓮 臺中市后綜高中 8 20 胡凱茹 屏東縣光春國中 8 20 江芸婷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12 20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12 20

羅晨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7 21 劉冠妤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8 20 劉昱萱 國立潮州高中 8 20 郭婕繡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11 21 陳唯真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10 21

楊景淳 屏東縣東新國中 6 22 羅晨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7 22 游淳茵 僑泰中學 7 22 盤佳昀 國立潮州高中 9 22 游淳茵 僑泰中學 9 22

劉冠妤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5 23 吳映澄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6 23 盛佩霖 臺北市和平高中 5 23 游淳茵 僑泰中學 7 23 郭婕繡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6 23

潘品蓁 屏東縣光春國中 4 24 胡凱茹 屏東縣光春國中 4 24 楊景淳 屏東縣東新國中 4 24 楊景淳 屏東縣東新國中 6 24 胡凱茹 屏東縣光春國中 5 24

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高中女子組 1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女子組 1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高中女子組 2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2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吳榕軒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陳玳喬 臺北市松山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高中女子組 3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3

林芯彤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1 鍾起玉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4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高中女子組 4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女子組 4 劉雨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4

黃郁文 臺北市麗山國中 國中女子組 2 林芯彤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1 曾音綺 臺北市南湖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盧盈蓁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楊尹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附設國中國中女子組 3 趙珮妤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2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高中女子組 6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高中女子組 6 陳宣霈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女子組 1

夏芷涵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組 4 黃寀穎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3 鄭妮 屏東縣明正國中 國中女子組 1 陳宣霈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女子組 1 張芝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女子組 2

蔡佳妤 屏東縣東新國中 國中女子組 5 胡馨尹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組 4 李佳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女子組 2 鄭妮 屏東縣明正國中 國中女子組 2 黃立昀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國中女子組 3

黃敏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6 黎芷姍 新竹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國中女子組 5 胡馨尹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組 3 李佳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女子組 3 徐昀彤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女子組 4

吳映澄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組 6 黃寀穎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4 黃立昀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國中女子組 4 林文心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女子組 5

李語珊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女子組 5 張芝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女子組 5 陳唯真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國中女子組 6

趙珮妤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國中女子組 6

青年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青年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青年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青年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青年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48 1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48 1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47 1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48 1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45 1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48 1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48 1 林建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43 2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42 2 張凱翔 苗栗縣興華高級中學 41 2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44 3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39 3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41 3 張凱翔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38 3 陳俊豪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8 3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6 4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9 3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41 3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5 4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35 4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36 4 曾嘉成 新竹縣仰德高中 39 3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41 3 陳俊豪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5 4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3 5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33 6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38 6 許佳學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35 6 張攸銓 臺中市后綜高中 30 6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30 6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27 7 傅運志 屏東縣潮州高中 36 7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33 7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29 7 宋建樺 新竹縣仰德高中 28 7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21 8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34 8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32 8 蔡承哲 國立潮州高中 27 8 郭立陽 國立潮州高中 25 8

廖韋丞 臺中市后綜高中 21 8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26 9 王政翔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29 9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23 9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25 8

陳俊安 台北市中正高中 20 10 黃立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21 10 林家慶 桃園恃溜冰隊 23 10 李承遠 桃園恃溜冰隊 22 10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24 10

潘元威 國立新化高工 20 10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21 10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21 11 王璵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21 11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23 11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19 12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19 12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21 11 李士傑 屏東縣潮州高中 21 11 吳楷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22 12

李光麒 僑泰中學 16 13 廖韋丞 臺中市后綜高中 16 13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17 13 游晉誠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21 11 韋丞哲 桃園恃溜冰隊 21 13

黃立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16 13 潘元威 國立新化高工 16 13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17 13 蕭柏霖 僑泰中學 20 14 李承遠 桃園恃溜冰隊 20 14

吳紹瑋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5 15 王韋傑 臺中市后綜高中 15 15 王璵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16 15 陳正誠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19 15 林家慶 桃園恃溜冰隊 19 15

陳建翰 桃園恃溜冰隊 15 15 李士傑 國立潮州高中 14 16 陳俊豪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15 16 陳勁瑋 桃園恃溜冰隊 19 15 游晉誠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9 15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4 17 李光麒 僑泰中學 14 16 黃瀚緯 僑泰中學 15 16 黃瀚緯 僑泰中學 17 17 陳正誠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17 17

王韋傑 臺中市后綜高中 14 17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14 16 黃立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13 18 游凱傑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16 18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17 17

洪家豪 屏東縣潮州高中 12 19 吳紹瑋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2 19 王韋傑 臺中市后綜高中 12 19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16 18 王璵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16 19

張昌睿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12 19 洪家豪 屏東縣潮州高中 12 19 潘柏勳 高雄市鳳山滑輪溜冰推廣協會 12 19 宋建樺 新竹縣仰德高中 14 20 尤冠儒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15 20

杜育愷 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11 21 王璵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11 21 陳建翰 桃園恃溜冰隊 11 21 蘇珉漢 臺中市后綜高中 12 21 黃瀚緯 僑泰中學 11 21

溫晨宇 苗栗縣建國國民中學 11 21 谷憲霖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0 22 游凱傑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11 21 傅運志 國立潮州高中 10 22 蘇珉漢 臺中市后綜高中 11 21

蔡稚駿 桃園恃溜冰隊 9 23 鄭之又 屏東縣潮州高中 9 23 黃柏翰 屏東縣東新國中 10 23 傅運佑 國立潮州高中 9 23 邱宇晨 新北市立高中 10 23

李士傑 屏東縣潮州高中 8 24 尤冠儒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8 24 陳正誠 宜蘭縣立興中國中 9 24 溫晨宇 苗栗縣建國國民中學 8 24 蕭柏霖 僑泰中學 9 24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廖昱翔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高中男子組 1 廖昱翔 國立鹿港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張晨瑋 國立羅東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苟富傑 國立虎尾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陳俊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黃瀚緯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黃韋傑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陳聖鑫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洪家豪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7 陳建榳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男子組 7 黃韋傑 台北市明倫高中 高中男子組 7 陳勁瑋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7 張家豪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男子組 7

張勝凱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男子組 8 張晨瑋 國立羅東高中 高中男子組 8 鄭之又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8 黃瀚緯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8 劉鎧睿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8

江丞恩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男子組 9 陳俊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組 9 張勝凱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男子組 9 劉鎧睿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9 陳育菖 國立臺南二中 高中男子組 9

方子銘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10 范勝凱 臺北市南湖高中 高中男子組 10 林冠廷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高中男子組 10 張家豪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男子組 10 崔友亮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男子組 10

黃聖杰 臺北市內湖高中 高中男子組 11 江丞恩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男子組 11 陳建榳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男子組 11 苟富傑 國立虎尾高中 高中男子組 11 陳勁瑋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1

蘇子成 國立秀水高工 高中男子組 12 洪家豪 國立潮州高中 高中男子組 12 范勝凱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高中男子組 12 陳聖鑫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12 歐威林 臺中市后綜高中 高中男子組 12

許崇煒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國中男子組 1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國中男子組 1 李銘昌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 國中男子組 1 李銘昌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 國中男子組 1 溫晨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男子組 1

曾麟凱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國中男子組 2 江信竑 臺中市立爽文國中 國中男子組 2 溫晨宇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男子組 2 尤冠儒 高雄市立後勁國中 國中男子組 2 柳智芫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國中男子組 2

陳韡承 高雄市鳳翔國中 國中男子組 3 游元閎 中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 國中男子組 3 許崇煒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國中男子組 3 張凱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男子組 3 張凱竣 苗栗縣立建國國中 國中男子組 3

李翔恩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國中男子組 4 張詠維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 國中男子組 4 柳智芫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國中男子組 4 傅孝宇 新竹縣湖口高中國中部 國中男子組 4 王璵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男子組 4

谷少峰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5 賴佳盛 高雄市大仁國中 國中男子組 5 王嶼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國中男子組 5 游元閎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 國中男子組 5 楊程光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國中男子組 5

張詠維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谷少峰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林筠謦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林筠謦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陳賢洋 屏東縣明正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谷少峰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6

青年男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成年女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成年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成年女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成年女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陳映竹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50 1 彭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50 1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48 1 楊合貞 國立台南大學 48 1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48 1

彭悅慈 中興大學 46 2 王冠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3 2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46 2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48 1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45 2

劉懿萱 美和科大 43 3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43 2 陳映竹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44 3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44 3 楊詠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4 3

楊合貞 國立台南大學 41 4 陳映竹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43 2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44 3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42 4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44 3

王冠之 臺中科技大學 40 5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41 5 王冠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9 5 張宥心 國立宜蘭大學 38 5 楊合貞 國立臺南大學 41 5

李孟竹 國立屏東大學 40 5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37 6 彭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39 5 楊詠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7 6 林姿伃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5 6

劉馨茹 美和科大 36 7 劉懿萱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37 6 劉馨茹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 36 7 林姿伃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6 7 古馨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4 7

邱雨然 台北市立大學 33 8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34 8 林姿伃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1 8 古馨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5 8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32 8

楊捷 實踐大學 31 9 楊捷 實踐大學 34 8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30 9 邱雨然 臺北市立大學 32 9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32 8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17 10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15 10 楊詠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0 9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29 10 鍾雅萍 高雄市鳳山滑輪溜冰推廣協會 19 10

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女子組 1 古馨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8 11 鍾雅萍 雄市鳳山滑輪溜冰推廣協 16 11 張宥心 國立宜蘭大學 18 11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劉芸玶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楊捷 高雄市實踐大學 28 11 王冠之 臺中科技大學 14 12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吳榕軒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張宥心 國立宜蘭大學 15 13 彭悅慈 中興大學 12 13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2

盤家羽 臺北市立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鍾起玉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4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12 14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11 14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3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游淳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陳莉筑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女子組 1 劉雨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女子組 4

陳羿云 臺北市立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高中女子組 2 莊伊晴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高中女子組 2 盧盈蓁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鄭雯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陳玳喬 臺北市松山高中 高中女子組 3 劉安瑜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 高中女子組 3

王冠茗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林祐羽 臺中市后綜高中 高中女子組 4 陳鈺涵 國立羅東高商 高中女子組 4

蔡瑞珊 臺北市立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曾音綺 臺北市南湖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卓容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高中女子組 5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高中女子組 6 鍾起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高中女子組 6

連湘芸 臺北市立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賴雨彤 華夏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張淑慧 國立屏東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王冠茗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鄭雯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女子組

成年女子組



200公尺計時賽 成年男子組 500+D公尺爭先賽 成年男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成年男子組 10000公尺淘汰賽 成年男子組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姓名 學校 積分 排序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48 1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48 1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42 1 柯福軒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50 1 陳彥成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50 1

黃玉霖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43 2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48 1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39 2 陳彥成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46 2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47 2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41 3 游本徹 臺北市立大學 44 3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39 2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42 3 柯福軒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46 3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41 3 邱志強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40 4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35 4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41 4 陳奇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5 4

游本徹 台北市立大學 41 3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38 5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34 5 陳奇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6 5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41 5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36 6 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7 6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33 6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29 6 張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38 6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34 7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34 7 柯福軒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33 6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28 7 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6 7

陳銘德 國立屏東大學 34 7 張家瑋 台北市立大學 33 8 林秉宏 臺北市立大學 31 8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28 7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32 8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31 9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32 8 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31 8 劉孟煒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27 9 林淳聖 國立臺南高商 31 9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28 10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29 10 古撒楂峨格 高雄市實踐大學 26 10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26 10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24 10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27 11 林秉宏 台北市立大學 27 11 高茂傑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25 11 趙祖政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22 11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23 11

宋青陽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25 12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26 12 趙祖政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25 11 古長晉 國立屏東大學 21 12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22 12

劉孟煒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25 12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24 13 陳彥成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23 13 余為恩 臺北市立大學 21 12 趙祖政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 20 13

蔡承軒 國立屏東大學 23 14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23 14 戴瑋麟 高雄市正修科技大學 23 13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21 12 蔡嘉瑋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18 14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21 15 古撒楂峨格 實踐大學 22 15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22 15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21 12 黃玉霖 國立屏東大學 17 15

葉恩佑 國立潮州高中 21 15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19 16 李炳震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18 16 蔡嘉瑋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19 16 邱志強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16 16

余政韋 國立宜蘭大學 11 17 陳銘德 國立屏東大學 16 17 陳銘德 國立屏東大學 18 16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17 17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15 17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11 17 葉恩佑 國立潮州高中 12 18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16 18 林星澔 國立屏東大學 14 18 劉孟傑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15 17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10 19 柯建丞 台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10 19 林淳聖 國立臺南高商 16 18 范聖毅 臺北商業大學 13 19 王鎮中 國立屏東大學 14 19

羅毓翔 台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9 20 余為恩 臺北市立大學 8 20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15 20 黃文鵬 桃園恃溜冰隊 10 20 古撒楂立本 高雄市實踐大學 14 19

余為恩 臺北市立大學 8 21 余政韋 國立宜蘭大學 7 21 葉恩佑 國立潮州高中 13 21 方祈閎 國立屏東大學 9 21 李炳震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14 19

郭育豪 真理大學 8 21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6 22 劉鎧銘 臺南市長榮大學 12 22 陳則言 臺北市立大學 9 21 黃安拙 國立屏東大學 14 19

陳思齊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7 23 林淳聖 國立臺南高商 5 23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11 23 劉孟傑 彰化縣溜冰委員會 9 21 范聖毅 臺北商業大學 12 23

張克齊 高雄市鳳山滑輪溜冰推廣協會 6 24 陳則言 臺北市立大學 5 23 王緯綸 桃園市龍潭高級中學 7 24 王振峰 國立潮州高中 8 24 余為恩 臺北市立大學 9 24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王緯綸 國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廖昱翔 國立鹿港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1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吳孟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2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尤冠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林家慶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蕭柏霖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3

張晨瑋 國立羅東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光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李承遠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高中男子組 4

陳俊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蔡稚駿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韋丞哲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黃瀚緯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高中男子組 5

黃韋傑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陳建翰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黃文鵬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高中男子組 6

柯建丞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大專社會男子組 1 趙祖政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大專社會男子組 1 趙祖政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大專社會男子組 1

范聖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進修專校 大專社會男子組 2 劉孟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2 范聖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進修專校 大專社會男子組 2

林憲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3 林憲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3 楊子慶 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3

羅毓翔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大專社會男子組 4 柯建丞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大專社會男子組 4 劉孟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4

李方仁 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大專社會男子組 5 黃若鳴 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5 吳建勳 萬能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5

賴奕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6 楊子慶 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6 黃若鳴 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6

成年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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