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 所屬單位 遴選賽事項目(111年總統盃) 名次

1 曾嘉成 男 新竹縣私立仰德高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一名

第五名

第一名

吳孟達 (高男)正取1

2 王璵 男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一名

第二名
劉昱伸 (高男)正取2

3 李銘昌 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四名

張鈺芳 (高男)正取3

4 陳亮諺 男 高雄市中正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第四名

第二名
劉昱伸 (高男)正取4

5 鍾東朋 男 豐原高商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二名 李唐宜 (高男)正取5

6 溫晨宇 男 苗縣興華高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三名

第三名
王建國 (高男)正取6

7 陳韡承 男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第三名

第六名
張靜婷 (高男)正取7

8 林筠謦 男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五名

第六名
王淵成 (高男)正取8

9 李沅富 男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五名

第八名
潘士升 (高男)正取9

10 林家緯 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七名

第六名
唐立哲 (高男)正取10

11 傅孝宇 男 新竹縣私立仰德高中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六名 吳孟達 (高男)正取11

12 古茂杉 男 桃園市立福豐國中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一名

第三名
廖智傑 (國男)正取12

13 張愷倢 男 永豐國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一名 廖智傑 (國男)正取13

14 鍾侑庭 男 苗栗縣建國國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二名 王建國 (國男)正取14

15 黃懋立 男 雲林縣斗六國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二名 高健航 (國男)正取15

16 郭睿恩 男 雲林縣斗六國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三名

第五名
高健航 (國男)正取16

17 簡辰鈞 男 台中市僑泰高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七名 唐立哲 (高男)備取1

18 林冠廷 男 新北市安康高中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七名 蔡秉原 (高男)備取2

19 譚玄浩 男 苗縣興華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七名 王建國 (高男)備取3

20 柳智芫 男 豐原高商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八名 李唐宜 (高男)備取4

21 賴佳盛 男 高市中工 500+D公尺爭先賽 第八名 劉昱伸 (高男)備取5

22 尤冠儒 男 左營高中 500+D公尺爭先賽 第九名 劉明賢 (高男)候補

23 游凱傑 男 臺北市南港高工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十名 王淵成 (高男)候補

24 黃泓銓 男 台南市民德國中 10000計分淘汰賽 第三名 陳冠榮 (國男)候補

25 陳冠璋 男 新竹縣成功國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三名 徐銅嶺 (國男)候補

26 林欣妤 女 國立潮州高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0計分淘汰賽

第一名

第一名
林詠翔 (高女)正取1

111年度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1.第一階段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員額：共計49位

2.111年第19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暨2023競速溜冰國手積分賽，高中男、女各前12名且單項取得積分6分(含)以上者；

  國中組男、女各前4名且單項取得積分10分(含)以上者為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

3.女子選手共24位（高中組10人、國中組6人，備取8人）；男子選手共25位（高中組11人、國中組5人，備取9人）。

遴選第一階段選手名單

序號 姓名
培育理由

原站教練 錄取排序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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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陳宣霈 女 苗栗縣興華高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公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王建國 (高女)正取2

28 楊尹絜 女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一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唐立哲 (高女)正取3

29 李巧容 女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10000公尺計淘賽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張惟喆 (高女)正取4

30 張羽蕎 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

10000公尺計淘

第五名

第四名

第八名

廖智傑 (高女)正取5

31 鄭　妮 女 屏東女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

第四名

第六名
劉惠娟 (高女)正取6

32 黃美瑄 女 羅東高商 200公尺計時賽 第四名 陳佑晨 (高女)正取7

33 林宜婷 女 國立潮州高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六名

第五名

第七名

林詠翔 (高女)正取8

34 黃郁文 女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五名 盧東輝 (高女)正取9

35 楊景淳 女 國立潮州高中 500+D公尺爭先賽 第六名 林詠翔 (高女)正取10

36 林芯彤 女 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三名

劉明賢 (國女)正取11

37 李語珊 女 台北市敦化國中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一名

第四名
潘士升 (國女)正取12

38 張厤溱 女 豐東國中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三名

第二名
李唐宜 (國女)正取13

39 吳雨璇 女 興中國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第二名

第八名
陳佑晨 (國女)正取14

40 林文心 女 南市民德國中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第六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陳冠榮 (國女)正取15

41 饒佳佳 女 豐東國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淘汰

10000公尺計淘

第七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李唐宜 (國女)正取16

42 吳映澄 女 台北市立麗山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六名 戴伯涵 (高女)備取1

43 胡馨尹 女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七名 王淵成 (高女)備取2

44 張芝與 女 台南高商 10000計分淘汰賽 第九名 陳冠榮 (高女)備取3

45 郭婕繡 女 高雄市左營高中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九名 劉明賢 (高女)備取4

46 許芷妮 女 中正高中

200公尺計時賽

500+D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第10名

第14名

第21名

劉昱伸 (高女)候補

47 陳芊瑾 女 正修科技大學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淘汰賽

第10名

第10名
張靜婷 (高女)候補

48 李霈萱 女 雲林國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八名 黃俊生 (國女)候補

49 邱鈺喬 女 台中市光復國中 200公尺計時賽 第九名 陳郁文 (國女)候補



性別 所屬單位

1 王建國 男 苗栗縣 國家A級教練

2 張惟喆 男 台北市 國家A級教練

3 王淵成 男 台北市 國家A級教練

4 李唐宜 男 台中市 國家A級教練

5 張鈺芳 女 台中市 國家A級教練

6 潘士升 男 台北市 國家A級教練

7 吳孟達 男 新竹縣 國家B級教練(助理教練)

8 廖智傑 男 桃園市 國家B級教練(助理教練)

10 盧東輝 男 台北市 國家B級教練(助理教練)

12 蔡宛如 女 台北市 國家B級教練(女性保障)

13 張靜婷 女 高雄市 國家B級教練(女性保障)

111年度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1.	須具備本會核發A級以上教練資格，且未在本會遭停權處分者。

2.	可長期配合公假調訓，並可參加訓練者。

3.	培訓教練的遴選標準：

   第一階段：依據111年第19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暨2023競速溜冰國手積分賽，青年組優秀選手之指導教練並符合A級教練資格。

4.	符合上述條件之教練由本會選訓委員會，依入選選手人數及訓練成效等，進行評估，經1/2以上選訓委員同意通過後入選為111年潛力計劃教練。

5.	入選教練人員須配合本會訓練期程，不得藉故不參與，如有此情況將取消其資格由其他教練遞補。

遴選第一階段教練名單

編號 姓名 備註
基本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