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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式

滑  板

自由式

109年3月10日至15日 屏東縣潮州運動公園溜冰場

高雄大坪頂/潮州運動公園溜冰場

龍潭國三橋下溜冰場/公九溜冰場

桃園市渴望園區體育館 / 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

臺北市極限運動中心

109年3月16日至17日/109年3月18至22日

109年3月13日至15日/109年3月24日至27日

109年3月28日

109年3月19日至22日

桃園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渴望園區開發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極限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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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第17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大 會 職 員 名 單 

會    長 
 劉 福 財   潘 孟 安   
 

副 會 長 

蔣炳正 張楊寶蓮 劉永元 鄭資盛 黃忠仁  

 

執行總顧問 
李銘山 

 
秘書長 
洪斌福 

 
競賽經理            賽事經理 
陳柏翰               潘錦煌 

 
審判召集人              審判委員 

黃忠仁       薛登原(短桿) 曹晉誠(長桿) 
裁  判  長 

王順國 

裁判人員 

陳小春、陳柏翰、范元騰、洪國鈞、王明元、高紹文 

助理裁判 

林聖評、呂柏浩、林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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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第 17 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競速溜冰/溜冰曲棍球-競賽組工作人員 

召集人  ：潘孟安(屏東縣政府)、周典論(屏東縣議會) 

副召集人  ：江國樑(屏東縣政府）、吳慈慧(屏溜委會)  

執行長  ：許沛祥(體 發 中心)、周品全(潮州鎮公所)             

總幹事   ：許書宗(體  育  會)、潘錦煌(屏東溜委) 

競賽組組長：羅世杰(五溝國小) 副組長：張淑靜(林內鄉公所) 

組   員：潘怡蓁(萬隆國小)、林宗男(屏東溜委)、 

            呂宛庭(光春國中)、蔡明進(屏東溜委)、 

            羅平育(東新國中)、鄭振強(枋寮國小) 

場務組組長：李文益(新興國小) 副組長：傅錦鉦(新埤鄉公所) 

組   員：許哲峰(勝利國小)、王志芳(富田國小)、 

            陳昭庭(惠農國小)、蘇高玄(烏龍國小)、 

            蔡俊賢(屏東溜委)、方映笛(屏東溜委) 

播報組組長：林志萍(屏東溜委) 副組長：周孟蓉(光春國中) 

組   員：陳瑞香(港東國小)、陳彥文(水泉國小)、 

            黃玉玲(潮昇國小)、林嘉憲(東勢國小) 

行政組組長：戴國璋(土庫國小) 副組長：施佑吉(五溝國小) 

組   員：陳美勳(體育會 )、歐雅芬(後庄國小)、 

            曾于玲(琉球國中)、凌佩君（潮昇國小） 

頒獎組組長：陳垣佐(建興國小) 副組長：黃瓘茗(新興國小) 

組   員：陳怡沁(富田國小)、翁寧慧(林邊國小) 

            蔡添福(潮州國小)、劉祐彰(潮南國小) 

醫藥組組長：劉宜政(餉潭國小) 副組長：梁雅茱(林邊國小) 

組   員：林任嫺(大明國小)、蘇真鳳(潮昇國小)  

            黃月苓(新埤鄉衛生所)、郭裕玲(屏東溜委) 

防 疫 站：楊曾亮(屏東溜委)、丁士君(屏東溜委)、張雅貴(屏東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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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第17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競  賽  規  程（曲棍球）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02504號函辦理 

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06392號函辦理 

一、 主  旨：為推廣全國溜冰運動風氣，提升溜冰技術水準，積極培育國家代表隊優

秀選手，爭取國際賽獎牌為國爭光，特舉辦旨揭錦標賽。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屏東縣政府 

四、 承辦單位：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渴望園區開發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極限運動中心 

六、 競賽日期： 

1. ：109年 3月 16日(一)～109年 3月 17日(二)：U19男/女子組、縣市溜委女

子組、縣市溜委公開組。 

2. 109年 3月 18日(三)～109年 3月 22日(日)：並排項目(全組別)。 

3. 109年 3月 18日(三)～109年 3月 22日(日)：幼童組、國小 A/B組、國中組、

高中組、大專組、縣市溜委少年低/中/高年級組、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七、 競賽地點： 

1. 高雄大坪頂：U19男/女子組、縣市溜委女子組、縣市溜委公開組。 

2. 潮州運動公園溜冰場：並排項目(全組別)。 

3. 潮州運動公園溜冰場：幼童組、國小 A/B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縣市

溜委少年低/中/高年級組、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八、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9年 2月 12日截止 

九、 領隊會議： 

 U19男/女子組、成年組：高雄大坪頂，晚上 8:00，日期另行公告。 

國小、國中、並排：潮州運動公園溜冰場，晚上 8:00，日期另行公告。 

十、 報名規則： 

（一） 聯絡方式： 

項目 連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曲棍球 陳柏翰 0921-844-659 hanroll@gmail.com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網路報名 

1. 請至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官方網站報名 

報名網址：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2. 繳費流程： 

本次賽會採用網路報名，網路報名完成後憑虛擬帳號可去各通路繳費(例

如:銀行臨櫃匯款、ATM 轉帳、網路銀行轉帳)，請依指示在報名截止日前

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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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繳費，其他方式一律不受理，若未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繳費則視同未

完成報名，將自動刪除該筆報名資訊，當事人不得異議。 

3. 領隊會議時接受報名錯別字最後訂正，領隊會議後獎狀須於賽程結束一週

內交由各縣市委員會至大會統一修改，每張收取工本費 100元。 

(三) 退費流程： 

1. 若因個人因素完成報名無法參賽者，請於領隊會議前提出，並檢附證明，退

費機制將扣除行政費 30%後，於賽後統一由本會辦理退還手續。 

(四) 身分證明文件： 

1. 縣市溜委會組： 

 少年、青少年：身分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都可（以戶籍所在地為

主） 

 青年、公開：球員證（以球隊註冊為主） 

2. 校隊組：學生證影本或附有相片之在學證明。 

3. 上述證明文件報名時不必繳交，但請各單位領隊、教練務必備妥帶至比賽

場地於該單位選手得獎時，大會得抽驗之，若無法提出有效證明文件時，

大會有權取消該選手得獎資格。 

（五） 報名費：每隊 7,000元。 

十一、 競賽項目： 

(一) 並排溜冰曲棍球(RINK HOCKEY)：每隊最多可報 12人(含 3守門員) 

競賽項目組別與參賽資格： 

(1)國小組 (2)國中

組 

(3)U19組 

以（2002/1/1-2005/12/31年出

生）為限 

(4)公開組 

2005/12/31 

以前出生 

(5)女子組 

2005/12/31 

以前出生 

【注意事項】 

1. 國小組、國中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 

2. 公開組、U19組、女子組以縣市溜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 

3. 國小組、國中組，男女可混合組隊，但須參加男子組比賽。 

4. 隊員：最多 12名（含守門員 3名） 

甲、 守門員 3名，球衣號碼 1號或 99號任選之。 

乙、 球員不得超過 9名，球衣號碼由 1至 99號中任選之。 

丙、 所有參賽球員需著手套、護膝、護脛，始得下場比賽。 

丁、 下所有組別以原本報名人數為主，不能增加人數，但在該組別第

一 場比賽前可  

 申請更換球員，以第一場賽事名單為主。  

◎更換球員只能照報名比賽人數比例更換  

 例:5~8 位可更換一位、9~13 位可更換二位 

5. 球衣：每人須準備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 

6. 比賽制度： 

(1) 時間： 

 U19、公開、女子組：上下半場各十七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國中組：上下半場各十三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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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 缺席裁定：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名）， 

則裁定另一隊以五比零獲勝。 

(3) 報名隊數達 5隊以內時，該組採單循環賽。 

(4) 報名隊數達 5隊（含）以上，該組採預賽分組循環或雙敗淘汰制。 

(5) 比賽預賽採積分制：勝隊 3分、平手 1分、敗隊 0分。 

(6) 循環賽事積分相同，首先比較彼此對戰勝負，若是平手，再比較失分總和， 

若再相同，比較犯規數 

(7) 交叉淘汰賽制，比賽正規時間終了雙方平手，實施三對三 PK分出勝負。 

(8) 各組的參賽選手報名時不須繳交身份證明文件，但請各領隊、教練仍須備妥 

相關証明文件正本至比賽現場備查，若大會檢驗時無法提出有效證明文件

時，大會將取消該選手參賽、得獎資格。 

(9) 本會收到球隊報名紀錄時，便視同該單位完成報名，如無故取消或不參加比 

賽，將處該隊教練、及其所屬全部球員禁止參加本會所主辦之賽事與活動 1

年 

(10) 比賽規則: 採用國際最新規則 

 

(二) 直排溜冰曲棍球 Inline Hockey：每隊最多可報 16人（含 2守門員） 

競賽項目組別與參賽資格表： 

 組別 備註 

(1) 幼童組 限 2013/8/31後出生者 

(2) 國小 A組 國小四、五、六年級 

(3) 國小 B組 國小一、二、三年級 

(4) 國中組  

(5) 高中組  

(6) 大專組  

(7) 縣市溜委女子組 2004/12/31以前出生 

(8) 縣市溜委公開組 2004/12/31以前出生 

(9)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以國小一、二年級在學學生為限 

(10)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以國小三、四年級在學學生為限 

(1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以國小五、六年級在學學生為限 

(12)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以國中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混合組隊 

(13) 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以（2002/1/1-2005/12/31年出生）為限 

（14） 縣市溜委女子Ｕ19組 以（2002/1/1-2005/12/31年出生）為限 

【注意事項】 

1.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其他組別以縣市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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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 

2.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公開組、大專組、縣市溜委青少年組、縣市溜委少

年組，男女可混合組隊，但該隊須報名參加男子組比賽。 

3. 隊員：最多 16名（含守門員 2名） 

(1) 守門員 2名，球衣號碼 1號或 99號任選之。 

(2) 球員不得超過 14名，球衣號碼由 1至 99號中任選之。 

(3) 所有參賽球員需著： 

國中以上：手套、護脛、安全帽、護肘，始得下場比賽。 

國小以下：手套、護脛、護胸、安全帽、護肘，始得下場比賽。 

(4) 下所有組別以原本報名人數為主，不能增加人數，但在該組別第

一場比  

賽前可申請更換球員，以第一場賽事名單為主。  

      ◎更換球員只能照報名比賽人數比例更換  

例: 5~8 位可更換一位、9~12 位可更換二位、13~16 位可更換三

位 

4. 球衣：每人須準備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 

5. 比賽制度： 

(1) 時間： 

 縣市溜委公開組、高中組、大專組、縣市溜委女子組、U19男/女

子組：上下半場各十七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國中組、縣市溜委青少年組：上下半場各十三分鐘，中場休息一

分鐘。 

 幼童組、國小 A/B組、縣市溜委少年低/中/高年級組：上下半場

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 缺席裁定：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

名），則裁定另一隊以五比零獲勝。 

(3) 報名隊數達 5隊以內時，該組採單循環賽。 

(4) 報名隊數達 5隊（含）以上，該組採預賽分組循環或雙敗淘汰制。 

(5) 比賽預賽採積分制：勝隊 3分、平手 1分、敗隊 0分。 

(6) 循環賽事積分相同: 

 兩隊積分相同:首先比較最多勝場，若是平手，再比較部分

得失分差，若再相同，比較總得失分差，若再相同，比較

失分差，若再相同，比較得分，若再相同，實施三對三 PK

分出勝負。 

 三隊積分相同:首先比較彼此對戰勝負，若是平手，再比較

最多勝場，若再相同，比較得失分差，若再相同，比較失

分差，若再相同，比較得分。 

(7) 交叉淘汰賽制，比賽正規時間終了雙方平手，實施三對三 PK分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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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8) 各組的參賽選手報名時不須繳交身份證明文件，但請各領隊、教練

仍須備妥相關証明文件正本至比賽現場備查，若大會檢驗時無法提

出有效證明文件時，大會將取消該選手參賽、得獎資格。 

(9) 本會收到球隊報名紀錄時，便視同該單位完成報名，如無故取消或

不參加比賽，將處該隊教練、及其所屬全部球員禁止參加本會所主

辦之賽事與活動 1年。 

(10) 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最新規則 

(11) 直排輪曲棍球每位球員必要穿著外褲比賽，違者不得上場。(幼稚  

園除外)   

(12) 球衣顏色分別，主場淺、客場深  

(13) 直排輪鞋三輪、四輪、五輪均可，只要底座有輪孔就必須有輪子(含  

守門員)，如不符合規定，判罰兩分鐘.直到本項規定改善為主  

                （14）帽扣如比賽中脫落，第一次給予警告，如未改善，給予判罰兩分鐘  

                （15）預賽平手時，直接進行三對三 PK，四強決賽遇平手時，先進行三對  

  三 OT(如在執行 OT賽制時遇一方犯規，執行四打三直到判罰

結束第  

  一次死球時執行 3對 3OT賽制)，如 OT 未能分出勝負，將進

行三對  

  三 PK直到分出勝負  

 

               (16) 比賽過程教練、選手未以正常手續申訴而對賽會或裁判有嚴重的侮   

  辱或罷賽，將取消該隊成績，並移送紀律委員會處置 

                    注意事項:参賽各縣市委員會可提報經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認證合

格之賽                            事裁判，該裁判應隨隊參加所

有比賽時間配合大會安排裁判工作。  

十二、 懲戒： 

1. 選手不得代表兩個(含)以上單位比賽，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2. 提出抗議時未依照抗議規定提出，而以非法手段抗議以致影響比賽進行時，

視其嚴重性可取消其整隊之比賽資格。 

3. 無正當理由而棄權者取消所有成績（含已賽成績）。 

十三、 獎勵： 

1. 各單項競賽之前三名於比賽成績確定後，在溜冰場中各頒金、銀、銅牌及獎

狀表彰之。 

2. 各單項之前六名於閉幕前頒獎狀乙張。 

3. 各代表單位（學校或社團）獲得各組團體錦標之前三名（男女合併計算），於

閉幕時由大會頒冠、亞、季軍獎盃各乙座、獎狀乙張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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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申訴： 

抗議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裁判長提出，並

繳保證金 5000元，裁判團應立即處理抗議事件並做出最終判定，經裁判團判

定後不得再提出異議。如抗議成功退回所繳保證金，不成功則該筆保證金不退

還。 

十五、 注意事項： 

1. 本賽事為 2020 年國手選拔之遴選依據。 

2. 各單項比賽參加人（隊）數，三人（隊）以下含三人（隊）不計成績，視同表

演賽，但仍頒給獎牌、獎狀；四人（隊）取三名；五人（隊）取四名；六人（隊）

取五名；七人（隊）以上取六名；。其積分之換算以逆算法給之，但第一名加

一分，即取六名時為 7、5、4、3、2、1；依此類推。 

3. 參加選手之食、宿、交通等事務請自行處理。 

4. 比賽遇雨，應視裁判長召開臨時會議決議照常比賽或移至雨備場地舉行，延期

日期另行文通知並公告在本會官方網站上(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5. 如發生規則未明定之事件，由裁判團決定之，裁判團亦可送審判委員會作最後

決議，不得異議。 

6. 報名參賽者，即認為已確實認同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任何異議。 

7.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比照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公佈之規則辦理。 

8. 各單位隊職員報名時，應依報名規定填寫報名表。「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

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9. 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於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 

10.本賽事己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含 300萬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

付)，依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參賽選手如認為比賽期間恐有高

意外風險，主辦單位建議選手應自行投保個人意外或傷殘醫療保險。報名參賽者，

表示已確實閱讀並認同本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任何異議，違者取消其

所有本賽事之參賽成績。  

11.受理性騷擾爭議管道: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電話：(02)-2778-6406； 

E-MAIL：rollersports2018@gmail.com；活動現場由大會服務組受理申訴。 

12.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訂公佈之。 

13.本規程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mailto:rollersports20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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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排溜冰曲棍球-團隊及分組名冊 

國小A組 

屏東縣東興國小 

領隊： 林月盛 教練： 羅平育 管理： 黃素卿 

呂  尚 林秝寬 林勤哲 陳圻勝 陳韋翔 陳紘穎 楊澤庠 蔡文豪 

蔡秉樺 鄭煜玄 鐘育騰 

桃園市南勢國小 

領隊： 范明龍 教練： 范剛斌、彭文瀚 管理： 蕭芳宜 

林友捷 許宥心 許宸緁 許凱羿 陳帛震 楊博翔 蕭敬恆 羅祐翔 

高雄市加昌國小 

領隊： 洪裕欽 教練： 張凱翔 管理： 侯曉寧 

王柏勳 何孟翰 余幸錡 余杰恩 林永婕 邱冠宗 邱炯棠 孫詠傑 

張竣瑜 莊承偉 陳昱安 楊依宸 葉品澤 謝永煜 謝永雋 魏劭衡 

臺中市文山國小 

領隊： 邱炳彰 教練： 楊奕璿 管理： 闕維正、方景宏 

林其緯 林咨宏 洪子翔 洪梓閎 陳宥瑾 楊  瀚 劉柏陞 魏鈺宸 

臺中市頭家國小 

領隊： 王玉龍 教練： 葉建成、張晏瑜、曹晉誠 管理： 黃秀萍 

何以杰 林明熙 施泊麟 施偉翔 曹凱鈞 溫亞唯 蔡亞驥 蘇禹欣 

 

國小B組 

屏東縣枋寮國小 

領隊： 鄭慧華 教練： 鄭振強、洪明興 管理： 林詠翔 

山佑誠 林彥澄 柯誠澤 胡又升 張晉齊 陳帷恩 陳晞之 黃敬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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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智彥 羅民軒 顧允偌 

桃園市員樹林國小 

領隊： 盧文平 教練： 王建華 管理： 李思賢 

李科澄 林敬棋 邱子紝 崔恩燦 詹懷喆 雍文瓅 雍文嚴 劉瑞恆 

劉瑞涵 

高雄市加昌國小 

領隊： 洪裕欽 教練： 張凱翔 管理： 侯曉寧 

余杰恩 林永晞 林永婕 許庭瑋 曾 謙 葉品澤 謝永雋 

臺中市文山國小 

領隊： 邱炳彰 教練： 楊奕璿 管理：闕維正、方景宏 

王偉全 周珩哲 林其緯 林咨宏 洪子煒 洪梓閎 陳宥瑾 廖泓翔 

薛名凱 魏毓家 

 

國中組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附設國中 

領隊： 陳志偉 教練： 鄭振強、賴思尹 管理： 林詠翔 

朱俊諺 李約吟 李悅維 施淯馨 張慈芯 陳禹安 葉妤亭 葉春葆 

鄭宇辰 

屏東縣光春國中 

領隊：楊蕙萍 教練：呂宛庭 管理：周孟蓉 

王煜翔 林芳辰 胡凱茹 郭健智 陳姵錡 潘品蓁 潘俋伶 潘啟豪 

潘博森 蔡宇涵 蔡昕耘 蔡宸凱 

屏東縣東新國中 

領隊： 湯博榮 教練： 羅平育 管理： 黃家成 

王宇誠 阮信銘 林  昇 林芳語 張  瑜 許宇泓 許恩睿 黃禹誠 

蔡佳妤 賴佳穎 謝佶安 羅晨妤 蘇秀葦 

桃園市龍潭國中 

領隊： 謝益修 教練： 王建華 管理： 秦國揚 

林楷棠 徐少洋 黃絜俞 鄒鈺顓 廖宜修 謝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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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青年國中 

領隊： 林月盛 教練： 楊茵茵 管理： 陳濬承 

阮子淩 阮翊杰 林育陞 林鈺童 翁丞威 黃妍蓁 黃英哲 劉庭瑋 

蔡朋穎 薛百亨 鲍勝宏 

臺北市民權國中 

領隊： 教練： 范元騰 管理： 

王冠喆 吳晨言 李柏賢 邱子洋 范芷婕 陳柏霖 蘇翊程 

 

 

縣市溜委幼童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OTORO 

領隊： 翁進忠 教練： 黃志寧 管理： 吳燕姿 

王允希 安宥橙 吳佳穎 李奕宏 林平以 郭紫馨 楊得曦 賈騏合 

廖苡茜 劉書睿 蔡昌祐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蘇士勛、張致凱 管理： 李雅惠 

何承哲 林柏翰 林豊翔 袁宇辰 梁凱鈞 陳保勛 趙祐喆 謝愷威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苗栗縣滑輪溜冰委員會-勇士狼 

領隊： 高紹文 教練： 林聖評 管理： 邱建誠 

王裕澔 朱治同 朱奕龍 侯辰熹 洪  程 陳力碩 曾宥文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加昌國小 

領隊： 洪裕欽 教練： 張凱翔 管理： 侯曉寧 

王聖燁 余杰恩 林永晞 林永婕 許庭瑋 陳佑澔 曾 謙 楊得曦 

謝永雋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劉春來 教練： 趙宜孝 管理： 郭宗富 

王立淳 何孟哲 吳典恩 李坤賢 李奕昇 李科澄 沈軒羽 張簡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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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宥妘 黃家陞 劉書睿 劉媞敏 蔡喆亘 鍾睿暘 簡湙潼 羅富霖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 

領隊： 教練： 管理： 

王偉全 周珩哲 施偉翔 洪子煒 張煜唯 黃方璿 廖泓翔 薛名凱 

魏毓家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蘇士勛、張致凱 管理： 李雅惠 

何青璋 余駿彤 李定叡 卓立棠 卓宇軒 林柏辰 邱士恩 施宇丞 

袁宇舜 高丞諺 張家祥 梁智凱 楊耿侑 楊鎧嶸 鄭秉勳 蘇彥維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 簡賜勝 教練： 何銘全 管理： 蕭喬馨 

白秉叡 吳宣蓉 李展葳 林子傑 林子睿 林育菖 林昱葆 陳則諺 

陳則叡 楊尚恩 楊博竣 劉宇翔 蔡侑恆 蔡承叡 蕭季洳 韓東駿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劉春來 教練： 趙宜孝 管理： 郭宗富 

李兆宸 李坤鴻 李芸臻 李津澄 莊子宥 莊子毅 郭齊夫 郭霏霏 

黃靖宇 蔡昀濃 鍾采婕 羅照勳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Ａ 

領隊： 鮑詩穎 教練： 楊奕璿 管理： 曾洺羚 

王偉全 林咨宏 洪子煒 張沛琛 張煜唯 陳家鈞 黃威翔 黃頎斌 

廖泓翔 潘光磊 薛名凱 謝獻哲 謝獻庭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B 

領隊： 鮑詩穎 教練： 楊奕璿 管理： 曾洺羚 

石文仁 林子恩 林其緯 林鈞燁 洪子翔 洪梓閎 陳宥瑾 楊  瀚 

劉師宇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蘇士勛、陳柏憲 管理： 李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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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郡陽 吳宥辰 林天宇 林芝妍 邱亮瑜 孫逸錤 郭韋志 陳宥丞 

陳宥霖 陳量宇 楊昀璋 董琌溯 劉佩昀 蔡郡彥 鄭丞甫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野馬 

領隊： 教練： 張致凱 管理： 

王竑凱 卓立棠 卓柏睿 林柏辰 林柏霆 林煜翔 范峻瑜 唐易白 

高丞諺 高唯罡 梁智凱 傅昱維 傅郁涵 楊鎧嶸 葉名家 蘇彥維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 簡賜勝 教練： 何銘全 管理： 蕭喬馨 

王昱婷 王崧亦 何羽舜 吳宣蓉 吳哲宇 洪藝容 胡田篆 楊尚恩 

蕭季洳 蕭諭瞬 韓東駿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野雷 

領隊： 簡賜勝 教練： 連高振 管理： 林煒翔 

王柏倫 江承軒 許騰語 陳允則 陳澤森 游杰倫 黃柏凱 趙律銘 

劉哲叡 劉宸睿 鄭丞皓 

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吳慈慧 教練： 林詠翔 管理： 林志萍 

吳縉堯 李芳儀 李冠廷 林秝寬 陳韋翔 陳紘穎 楊澤庠 賴宗偉 

謝朝全 羅鈺閔 羅鈺順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哈雷逆飛輪 

領隊： 呂榮華 教練： 王建華 管理： 黃瓊琳 

王亭云 李峻全 林辰樺 林昆諺 莊文睿 陳帛震 陳俐龍 陳冠宇 

彭立閎 蕭敬恆 謝昕佑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加昌國小 

領隊： 洪裕欽 教練： 張凱翔 管理： 侯曉寧 

王柏勳 何孟翰 余幸錡 邱炯棠 張竣瑜 莊承偉 謝永煜 魏劭衡 

楊依宸    陳昱安    葉品澤    孫詠傑    邱冠宗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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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 劉春來 教練： 趙宜孝 管理： 郭宗富 

吳宗軒 李兆宸 李津澄 林哲楷 林浩樂 孫嘉蔓 郭霏霏 黃家晟 

黃睿宇 蔡依依 戴嘉佑 

新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冰人 

領隊： 范仟郁 教練： 范元騰 管理： 周永濬 

王冠堯 吳亭億 吳羿鋐 吳凱振 邱顯程 殷維澤 張民翰 陳守羿 

陳春宇 陳柏安 楊定家 鄭棋尹 羅禾翔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 施明宏 教練： 曹晉誠 管理： 黃秀萍 

何以杰 林明熙 施泊麟 曹凱鈞 梁燿旭 郭耀傑 黃鏡燁 溫亞唯 

蔡亞驥 蘇禹欣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 

領隊： 鮑詩穎 教練： 楊奕璿 管理： 曾洺羚 

石文仁 呂睿程 林子恩 洪子翔 張沛琛 張棠崴 陳逸澤 黃威翔 

黃炯程 黃頎斌 楊  瀚 楊承祐 楊舒郁 劉柏陞 潘光磊 謝獻緯 

魏鈺宸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白隊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蘇士勛、陳柏憲 管理： 李雅惠 

方昶淯 方泰畯 林仲齊 林榆宸 孫逸錤 張家銨 陳品涵 黃治諺 

楊  喬 楊  椗 趙士寬 劉東霖 蔡岱杰 蘇奕宇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野馬 

領隊： 教練： 張致凱 管理： 

王竑凱 汪品萱 汪品寬 卓立棠 卓柏睿 林柏霆 林煜翔 范峻瑜 

高丞諺 高唯罡 張品洋 傅昱維 楊鎧嶸 葉名家 葉祐成 蔡秉恒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隊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陳則宏、王子維 管理： 李雅惠 

王鈺淵 林志勳 徐士傑 徐楷程 陳世祐 陳宣宇 陳綜鍏 黃偲瑋 

楊詠麟 劉又綸 蔡侑達 鄭泳閎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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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 簡賜勝 教練： 連高振 管理： 林煒翔 

何宗哲 何昆憙 李昀彥 林子恩 許耀鍾 許騰敏 陳澤森 鄭丞恩 

簡祈慧 

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吳慈慧 教練： 林詠翔 管理： 林志萍 

王承鈞 王愈富 吳承諺 林  昇 林秉霆 張  瑜 許宇泓 許恩睿 

許紘睿 郭韋麟 陳丞展 陳奕儒 蔡佳妤 賴佳穎 謝佶安 蘇秀葦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哈雷逆飛輪 

領隊： 呂榮華 教練： 王建華 管理： 黃瓊琳 

李盈萱 林昆諺 林楷棠 邱奕侖 徐少洋 高梓竣 許博勛 陳帛震 

陳冠宇 彭楷竣 程立祥 蕭敬恆 謝昕佑 蔡鈞侑 謝睿宇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自由發揮 

領隊： 林月盛 教練： 歐佳和 管理： 陳濬承 

王妤平 吳育騰 阮子淩 林育陞 林岳群 林鈺童 翁丞威 陳俞樺 

黃冠瑜 黃英哲 蔡朋穎 薛百亨 鲍勝宏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劉春來 教練： 趙宜孝 管理： 郭宗富 

吳仲捷 吳柏萭 林子揚 林致漢 林瑞昇 洪妤函 孫暐凱 郭政佑 

陳奕晴 游淵名 楊賀丞 董彥辰 詹仕軒 蔡奕恩 賴品儒 簡均憲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 施明宏 教練： 曹晉誠 管理： 黃秀萍 

施坤佑 施泊麟 張晏嘉 張晏齊 陳奕齊 陳博宇 黃立華 黃威鈞 

黃鏡燁 楊尹絜 劉又愷 

 

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趙宜孝 教練： 劉春來 管理： 郭宗富 

朱晨逸 吳宇宸 吳柏瑋 林瑞昇 張來昕 張來昱 張樞旭 郭政佑 

楊賀丞 董彥辰 趙御翔 劉建佑 賴品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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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自由發揮A 

領隊：林月盛 教練：歐佳和、范元騰、楊茵茵 管理：陳濬承 

江弦橙 李承百 李政瑋 林晏榆 林楷鴻 倪啟汶 高庭傑 許鈞皓 

許維宏 陳書頡 彭  驀 彭煥瑄 蔡鈞侑 盧宇晨 鍾博詳 藍舒安 

臺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自由發揮Ｂ 

領隊： 林月盛 教練： 歐佳和、范元騰、楊茵茵 管理： 陳濬承 

王詠暄 余學泓 李文廷 李翊誠 林冠廷 林彥廷 洪煒竣 范毅丞 

張原輔 盛揚育 陳  擇 陳致元 黃俊翔 黃浚翔 蔡朋穎 鮑勝宏 

 

縣市溜委女子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趙宜孝 教練： 劉春來 管理： 郭宗富 

王 璇 牟晨瑜 何欣庭 吳晏媚 李采寰 李盈臻 林千又 郭珏妤 

董思妤 謝宛倫 

臺東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冰人 

領隊： 范仟郁 教練： 范元騰 管理： 周永濬 

方桓諭 王鈺祺 余佳容 林洋萁 張恩婗 許庭毓 陳語佳 黃敏娟 

潘忻妮 譚舒庭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姜昌源 教練： 陳柏翰、黃星文 管理： 李雅惠 

吳庭慈 沙云筠 林佳音 林欣諭 張恩瑋 許筑穎 陳  蓁 曾美鳳 

黃宇玫 黃筠筑 鄭溫齡 謝霓萱 

 

縣市溜委公開組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閃電 

領隊： 郭立新 教練： 郭立新 管理： 楊彩貞 

余學喆 侯品丞 郭立新 陳彥志 陳昱翔 陳柏睿 陳茂松 游松穎 

楊紹威 詹士慶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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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 趙宜孝 教練： 劉春來 管理： 郭宗富 

王政霖 朱晨逸 吳宇宸 吳柏瑋 張來昕 張來昱 張樞旭 張瀚元 

郭政佑 陳冠廷 黃聖鈞 楊賀丞 董彥辰 劉士誠 劉建佑    趙御翔 

臺東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吳翠品 教練： 黃星文、陳柏翰 管理： 謝永祥 

王子維 李文廷 沙奕霆 周榮騰 林冠廷 洪紹桐 洪煒竣 洪鵬祈 

倪啟汶 孫丞譽 張原輔 張茗翔 陳彥均 鄭博文 賴柏綸 蘇士勛 

臺東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冰人 

領隊： 范仟郁 教練： 范元騰 管理： 周永濬 

王柏翔 江  維 沈延縉 范毅丞 桂富祥 陳韋霖 傅家彬 黃啟豪 

楊孝灝 趙昱通 嚴大為 

臺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自由發揮 

領隊： 林月盛 教練： 歐佳和、楊茵茵 管理： 陳濬承 

吳柏賢 林彥廷 林煒翔 邱家科 侯大域 姚登元 洪梓銘 張致凱 

陳柏維 湯以丞 馮子謙 劉丞曜 歐佳和 蔡曜承 鄭柏浩 盧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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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溜冰曲棍球-團隊及分組名冊 

縣市溜委男子U19組 

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吳慈慧 教練： 潘怡蓁 管理： 潘錦煌 

李士傑 洪家豪 郭立陽 傅運佑 傅運志 劉伯駒 劉鎧睿 蔡承哲 

鄭之又 鄭宇廷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 施明宏 教練： 曹晉誠、王學田、傅琮皓 管理： 黃秀萍 

何騏任 林育德 林彥辰 施坤佑 陳治頤 陳奕齊 黃立華 黃威鈞 

劉又愷 劉祐麟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A 

領隊： 吳慈慧 教練： 潘怡蓁 管理： 潘錦煌 

王振峰 林星澔 林詠翔    陳彥文 劉柏駒 劉鎧睿 潘錦煌 蔡承哲 

鄭振強    羅平育 

屏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B 

領隊： 吳慈慧 教練： 潘怡蓁 管理： 潘錦煌 

李士傑 洪家豪 高健航 郭立陽 陳丞展 傅運佑 傅運志 黃俊豪 

蔡承軒 鄭之又 鄭宇廷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翁進忠 教練： 連高振、洪國鈞 管理： 吳燕姿 

田嘉榮 何俊諺 吳旻修 洪國鈞 陳順裕 黃右瑾 楊忠霖 廖孟杰 

蔡承諺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疾速飛鷹 

領隊： 趙宜孝 教練： 劉春來 管理： 郭宗富 

吳柏瑋 張來昱 張樞旭 郭政佑 黃聖鈞 趙御翔  劉士誠 劉建佑 

劉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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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 吳翠品 教練： 黃星文、陳柏翰、楊茵茵 管理： 謝永祥 

王子維 王明元 李文廷 洪紹桐 洪煒竣 洪鵬祈 張原輔 張茗翔 

陳柏憲 黃星文 歐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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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總統盃曲棍球賽程表 

109/3/16(一)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920 2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3 成男 1   

2 0920 - 1040 4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5 成男 2   

3 1040 - 1200 臺南溜委 縣市溜委女子組 冰人 成女 1   

4 1200 - 1320 1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1勝 成男 3   

5 1320 - 1440 1敗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2敗 成男 4   

6 1440 - 1600 自由發揮 A 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自由發揮Ｂ  青男 1   

7 1600 - 1720 3勝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2勝 成男 5   

         

 

109/3/17(二)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920 4勝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3敗 成男 6   

2 0920 - 1040 臺南溜委 縣市溜委女子組 疾速飛鷹 成女 2   

3 1040 - 1200 6勝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5敗 成男 7   

4 1200 - 1320 自由發揮 A 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疾速飛鷹 青男 2   

5 1320 - 1440 冰人 縣市溜委女子組 疾速飛鷹 成女 3   

  1440   1600 5勝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7勝 成男 8   

  1600   1720 自由發揮Ｂ  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疾速飛鷹 青男 3   

  1720   1840 8勝 縣市溜委公開男子組 8敗 成男 9 勝負冠軍 

         

 

109/3/18(三)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920 2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3 並公 1   

2 0920 - 1040 4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5 並公 2   

3 1040 - 1108 加昌國小  國小 B組 頭家國小 小高 1   

4 1108 - 1136 南勢國小 國小 B組 文山國小 小高 2   

5 1136 - 1256 臺中溜委 並排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屏東溜委 並青 1   

6 1256 - 1324 加昌國小 國小 A組 文山國小 小低 1   

7 1324 - 1352 員樹林國小 國小 A組 枋寮國小   小低 4   

8 1352 - 1512 1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1勝 並公 3   

9 1512 - 1632 1敗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2敗 並公 4   

10 1632 - 1700 加昌國小 國小 A組 員樹林國小 小低 2   

11 1700 - 1728 文山國小 國小 A組 枋寮國小   小低 3   

12 1728 - 1848 臺中溜委 並排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屏東溜委 並青 2   

13 1848 - 1916 加昌國小  國小 B組 南勢國小 小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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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19(四)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920 頭家國小  國小 B組 東興國小  小高 4   

2 0920 - 1040 加昌國小 國小 A組 枋寮國小   小低 5   

3 1040 - 1108 文山國小 國小 A組 員樹林國小 小低 6   

4 1108 - 1136 臺中溜委 並排縣市溜委男子Ｕ19組 屏東溜委 並青 3   

5 1136 - 1210 2勝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3勝 並公 5   

6 1210 - 1244 4勝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3敗 並公 6   

7 1244 - 1404 加昌國小 國小 B組 文山國小 小高 5   

8 1404 - 1438 南勢國小 國小 B組 東興國小  小高 6   

9 1438 - 1512 A1 國中組 A2 國 1   

10 1512 - 1540 B1 國中組 B2 國 2   

11 1540 - 1608 6勝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5敗 並公 7   

12 1608 - 1728 A1 國中組 A3 國 3   

13 1728 - 1756 B1 國中組 B3 國 4   

14 1756 - 1756 加昌國小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台南溜委 俱小 1   

15 1756 - 1756 疾速飛鷹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勇士狼 俱小 2   

16 1756 - 1756 5勝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7勝 並公 8   

17 1756 - 1756 加昌國小 國小 B組 東興國小  小高 7   

18 1756 - 1756 8勝 並排縣市溜委公開組 8敗 並公 9   

         

 

109/3/20(五)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828 頭家國小  國小 B組 文山國小 小高 8   

2 0828 - 0856 A2 國中組 A3 國 5   

3 0856 - 0930 B2 國中組 B3 國 6   

4 0930 - 1004 頭家國小  國小 B組 南勢國小 小高 9   

5 1004 - 1032 文山國小 國小 B組 東興國小  小高 10   

6 1032 - 1100 加昌國小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疾速飛鷹 俱小 3   

7 1100 - 1128 台南溜委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萬獸之王 俱小 4   

8 1128 - 1156 A1 國中組 B2 國 C   

9 1156 - 1230 B1 國中組 A2 國 D   

10 1230 - 1304 A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A2 俱小中 1   

11 1304 - 1332 B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B2 俱小中 2   

12 1332 - 1400 加昌國小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勇士狼 俱小 5   

13 1400 - 1428 疾速飛鷹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萬獸之王 俱小 6   

14 1428 - 1456 C2 國中組 D2 國 E   

15 1456 - 1524 C1 國中組 D1 國 F   

16 1524 - 1552 A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A3 俱小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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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52 - 1620 B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B3 俱小中 4   

18 1620 - 1620 加昌國小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萬獸之王 俱小 7   

19 1620 - 1620 台南溜委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勇士狼 俱小 8   

20 1620 - 1620 A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3 俱小高 1   

21 1620 - 1620 B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3 俱小高 2   

22 1620 - 1620 C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3 俱小高 3   

23 1620 - 1620 A2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A3 俱小中 5   

  1620   1620 B2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B3 俱小中 6   

         

 

109/3/21(六)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828 台南溜委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疾速飛鷹 俱小 9   

2 0828 - 0852 勇士狼 縣市溜委少年低年級組 萬獸之王 俱小 10   

3 0852 - 0916 A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2 俱小高 4   

4 0916 - 1000 B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2 俱小高 5   

5 1000 - 1024 C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2 俱小高 6   

6 1024 - 1048 A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A2 俱中 1   

7 1048 - 1112 B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B2 俱中 2   

8 1112 - 1136 A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B2 俱小中 C   

9 1136 - 1200 B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A2 俱小中 D   

10 1200 - 1224 A3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4 俱小高 7   

11 1224 - 1248 B3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4 俱小高 8   

12 1248 - 1312 C3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4 俱小高 9   

13 1312 - 1356 A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A3 俱中 3   

14 1356 - 1420 B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B3 俱中 4   

15 1420 - 1444 A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4 俱小高 10   

16 1444 - 1508 B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4 俱小高 11   

17 1508 - 1532 C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4 俱小高 12   

18 1532 - 1532 C2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D2 俱小中 E   

19 1532 - 1532 C1 縣市溜委少年中年級組 D1 俱小中 F   

20 1532 - 1532 A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4 俱小高 13   

21 1532 - 1532 B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4 俱小高 14   

22 1532 - 1532 C1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4 俱小高 15   

23 1532 - 1532 A2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A3 俱中 5   

24 1532 - 1532 B2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B3 俱中 6   

25 1532 - 1532 A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A3 俱小高 16   

26 1532 - 1532 B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3 俱小高 17   

27 1532   1532 C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3 俱小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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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2(日) 
場次 時間 主隊 組別 客隊 組場次 備註 

1 0800 - 0800 A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B2 俱中 C   

2 0800 - 0800 B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A2 俱中 D   

3 0800 - 0800 A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B2 俱小高 19   

4 0800 - 0834 C2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D2 俱中 E   

5 0834 - 0908 臺南溜委 縣市溜委幼童組 -OTORO     

6 0908 - 0936 A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2 俱小高 20   

7 0936 - 1010 A1 縣市溜委青少年組 B1 俱中 F   

8 1010 - 1038 臺南溜委 縣市溜委幼童組 -OTORO     

9 1038 - 1106 B2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C2 俱小高 21   

10 1106 - 1140 臺南溜委 縣市溜委幼童組 -OTORO     

11 1140 - 1208 勝隊抽籤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勝隊抽籤 俱小高 E   

12 1208 - 1236 勝隊抽籤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D勝 俱小高 F   

13 1236 - 1304   休息 30分       

14 1304 - 1332 E敗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F敗 俱小高 G   

15 1332 - 1400 E勝 縣市溜委少年高年級組 F勝 俱小高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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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總統盃曲棍球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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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 17 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領隊 (簽名) 單位教練 (簽名)   年   月   日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

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附註： 
1. 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 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