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共   10   人

1 006 呂聿　 桃市義興國小 020 許家睿 新北及人國小 021 黃智洋 新北聖心國小

024 姜承叡 竹縣上館國小 034 程宥憲 北市成德國小 037 李昀溙 北市和平國小

041 張凱威 北市胡適國小 045 鄭宇恩 北市康寧國小 055 唐家讚 北市龍安國小

060 劉宥希 桃市大同國小

場次 共   10   人

2 014 劉品㚬 新北白雲國小 022 姜淳雅 竹縣上館國小 027 游亞璇 中市仁美國小

029 林逸凡 北市士林國小 031 趙偉鈞 北市中山國小 040 王昱恩 北市南湖國小

054 唐家寶 北市龍安國小 056 黃晴 　北市麗山國小 057 温昊昕 北市麗湖國小

061 許洸睿 中市新平國小

場次 共   4   人

3 023 姜承佑 竹縣上館國小 026 游亞丞 中市仁美國小 030 林維德 北市士林國小

062 林煒皓 北市金華國小

場次 共   5   人

4 001 林柏羽 宜縣大溪國小 011 洪睿遠 基隆復興國小 035 辜泳諺 北市百齡國小

043 陳羿翔 北市胡適國小 053 張齊恆 北市興雅國小

場次 共   3   人

5 013 陳紓飛 新北白雲國小 042 陳緯頤 北市胡適國小 063 黃軒鴻 基市仁愛國小

場次 共  1  人

6 008 袁鼎竣 桃市桃園農工

場次 共  1  人

7 008 袁鼎竣 桃市桃園農工

場次 共   4   人

8 001 林柏羽 宜縣大溪國小 011 洪睿遠 基隆復興國小 035 辜泳諺 北市百齡國小

053 張齊恆 北市興雅國小

場次 共  1  人

9 046 黃毓聖 北市博愛國小

滑輪板碗池賽＿國小組低年級組 

109學年度第42屆中正盃全國錦標賽(滑輪板)

分　組　名　冊 

滑輪板障礙競速賽＿國小組低年級組

滑輪板障礙競速賽＿國小組中年級組

滑輪板障礙競速賽＿國小組高年級組

滑輪板街式賽＿國小中年級組

滑輪板碗池賽＿國小高年級組

滑輪板碗池賽＿高中組

滑輪板碗池賽＿公開男子組

滑輪板街式賽＿國小組低年級組 



場次 共   2   人

10 042 陳緯頤 北市胡適國小 063 黃軒鴻 基市仁愛國小

場次 共   2   人

11 007 何世穎 高市左營國中 065 戴瑞克 屏縣中正國中

場次 共   3   人

12 008 袁鼎竣 桃市桃園農工 010 王承約 南市臺南海事 059 宋若愚 南市長榮女中

場次 共   1   人

13 012 沈慶怡 北市康寧大學

場次 共   4   人

14 008 袁鼎竣 桃市桃園農工 009 劉柏宏 新北臺北大學 025 蕭卜熙 滑板個人

064 曹仕勳 中市勤益科大

場次 共   5   人

15 017 楊乙澤 新北崇德國小 019 江昀霖 新北麗園國小 043 陳羿翔 北市胡適國小

047 黃薇臻 北市博嘉國小 080 梅千允 北市南門國小

場次 共   10   人

16 015 甘子青 新北安坑國小 018 江旺霖 新北麗園國小 028 倉田琉葦 北市日僑學校

033 郭兆曜 北市民生國小 036 郭仲軒 北市西松國小 044 孫承杰 北市修德國小

058 袁楷博 北市復興國小 077 李奕澂 北市木柵國小 078 梅拓允 北市南門國小

079 柯昀廷 北市文化國小

場次 共   6   人

17 002 李昕澄 桃市八德國小 005 葉咏榛 桃市建德國小 039 黃品蓁 北市雨聲國小

052 孫嘉瑩 北市實踐國小 075 林煒晴 北市金華國小 076 高子晴 北市實踐國小

場次 共   6   人

18 003 李忻翰 桃市八德國小 004 葉承炘 桃市建德國小 016 楊敬麟 新北崇德國小

038 廖宜亮 北市雨聲國小 048 黃苡銘 北市博嘉國小 081 高宇鋒 北市實踐國小

場次 共   3   人

19 013 陳紓飛 新北白雲國小 032 游捷晰 北市中正國小 049 王祖瑧 北市博嘉國小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國小低年級組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國小高年級組男子組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國小高年級組女子組

滑輪板街式賽＿國小高年級組

滑輪板街式賽＿國中組

滑輪板街式賽＿高中組

滑輪板街式賽＿公開女子組

滑輪板街式賽＿公開男子組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國小中年級組男子組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國小中年級組女子組



場次 共   11   人

20 050 洪向昕 北市復興高中 051 欒宥鈞 北市誠正國中 066 楊雅涵 北市永吉國中

067 劉承昀 個人特技直排 068 麥塏豐 新北汐止國中 069 涂文彥 北市南港高工

070 郭曜丞 北市內湖國中 071 郭至曜 新北智光商工 072 吳紘毅 個人特技直排

073 吳怡慶 個人特技直排 074 郭適維 個人特技直排

特技直排輪公園賽(示範賽)＿公開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