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第13屆全民有氧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青年女子組(含高中組) 3000公尺接力賽

莊善茵 04分22秒159 第一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李芸錚 04分22秒159 第一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林欣妤 04分22秒159 第一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林宜婷 04分24秒445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盤佳昀 04分24秒445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劉昱萱 04分24秒445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青年男子組(含高中組) 3000公尺接力賽

黃啟銘 04分12秒135 第一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A

傅運志 04分12秒135 第一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A

王振峰 04分12秒135 第一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A

葉恩佑 04分12秒135 第一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A

蔡承哲 04分12秒272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郭立陽 04分12秒272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傅運佑 04分12秒272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鄭宇廷 04分12秒611 第三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B

李士傑 04分12秒611 第三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B

劉鎧睿 04分12秒611 第三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B

鄭之又 04分12秒611 第三名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B

黃韋傑 04分17秒065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范勝凱 04分17秒065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楊庭安 04分17秒065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方子銘 04分17秒065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成年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李筱茨 04分27秒553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簡序珊 04分27秒553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連湘芸 04分27秒553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黃郁文 04分27秒553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成年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宋青陽 04分03秒272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羅毓翔 04分03秒272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共 9 頁，第 1 頁



109年第13屆全民有氧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成績表



游本徹 04分03秒272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高茂傑 04分03秒272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賴冠丞 04分03秒272 第一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古長晉 04分03秒498 第二名國立屏東大學A

柯福軒 04分03秒498 第二名國立屏東大學A

黃玉霖 04分03秒498 第二名國立屏東大學A

陳銘德 04分03秒498 第二名國立屏東大學A

林星澔 04分06秒347 第三名國立屏東大學B

王鎮中 04分06秒347 第三名國立屏東大學B

黃安拙 04分06秒347 第三名國立屏東大學B

蔡承軒 04分06秒347 第三名國立屏東大學B

國中女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李語珊 04分22秒797 第一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夏芷涵 04分22秒797 第一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胡馨尹 04分22秒797 第一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李百薇 04分22秒797 第一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楊景淳 04分22秒805 第二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羅翌嘉 04分22秒805 第二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黃千卉 04分22秒805 第二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羅晨妤 04分22秒805 第二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蔡佳妤 04分22秒805 第二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潘品蓁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胡凱茹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潘俋伶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陳姵錡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蔡宇涵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林芳辰 04分24秒772 第三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呂佳荺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許芷妮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芯彤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郭婕繡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蔡沂儒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莊昕頻 04分34秒213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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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3000公尺接力賽

黃柏翰 04分12秒204 第一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鄭伊傑 04分12秒204 第一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林明宏 04分12秒204 第一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陳瑞斌 04分12秒204 第一名屏東縣立東新國中

蔡宸凱 04分12秒242 第二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郭健智 04分12秒242 第二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潘博森 04分12秒242 第二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潘啟豪 04分12秒242 第二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鄭沅豐 04分12秒242 第二名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柳智芫 04分17秒015 第三名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陳竑鈞 04分17秒015 第三名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廖祥安 04分17秒015 第三名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陳昱睿 04分17秒015 第三名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鄭安佑 04分17秒015 第三名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杜丞哲 04分17秒173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中

陳貫勛 04分17秒173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中

范勝傑 04分17秒173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中

蔡少翔 04分17秒173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中

陳昱均 04分17秒363 第五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詹騰幃 04分17秒363 第五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李沅富 04分17秒363 第五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李維哲 04分17秒363 第五名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江信竑 04分05秒665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游元閎 04分05秒665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李銘昌 04分05秒665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展軒 04分05秒665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詠維 04分05秒665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李承修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王　璵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賴佳盛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羿愷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韡承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共 9 頁，第 3 頁





尤冠儒 04分05秒874 第二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黃宇成 04分18秒21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

蔡孟桓 04分18秒21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

陳丞展 04分18秒21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

林士堯 04分18秒21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

張承恩 04分27秒852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蕭柏杰 04分27秒852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楊庭任 04分27秒852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何律言 04分27秒852 第四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國小女子乙組 2000公尺接力賽

王紫瑩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宸妤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芯宇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李宛霓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湯心瑜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汪毓恬 03分17秒63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張書璇 03分36秒272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洪晞媛 03分36秒272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林郁敏 03分36秒272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蔡昕霓 03分36秒272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曾妍倪 04分10秒175 第三名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湯昭瑾 04分10秒175 第三名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陳欣孺 04分10秒175 第三名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鄭沛吟 04分10秒175 第三名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陳沐恩 04分10秒175 第三名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國小女子甲組 2000公尺接力賽

趙沛妤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林靜妡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張芷翎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郭雅昀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吳家萱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賴薪羽 03分14秒388 第一名雲林縣立斗六國小

許宸婕 03分49秒669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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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辰晞 03分49秒669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潘孟彤 03分49秒669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林泑郡 03分49秒669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許宸翎 03分49秒669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楊舒涵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蕭惠欣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丁裕玲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許鏸中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邱子懿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李宥琳 03分02秒028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李芳儀 03分02秒120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莊惠棋 03分02秒120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蔡于婕 03分02秒120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江宥葳 03分02秒120 第二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饒佳佳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史可歆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厤溱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饒佳沂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劉蕎萱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史岱仟 03分02秒612 第三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李霈萱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梁湘萓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吳瑀萱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廖師珣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亦芃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林芯卉 03分02秒678 第四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方梓姮 03分09秒686 第五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蔡季耘 03分09秒686 第五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謝米雅 03分09秒686 第五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丁歆柔 03分09秒686 第五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黃芊華 03分09秒686 第五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賴儒欣 03分14秒820 第六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C

張立淇 03分14秒820 第六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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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渼璇 03分14秒820 第六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C

陳玟妡 03分14秒820 第六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C

洪翊瑄 03分30秒245 第七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吳承安 03分30秒245 第七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柯尚妍 03分30秒245 第七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王貞婷 03分30秒245 第七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陶霽旂 03分30秒245 第七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陳姸瑾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詹可歆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林明慧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李霈瑄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劉子寧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李芸蓁 03分30秒609 第八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國小男子乙組 2000公尺接力賽

陳昱中 03分32秒222 第一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鄭頎豫 03分32秒222 第一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歐帛彥 03分32秒222 第一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陳莧宸 03分32秒222 第一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鄭富毅 03分39秒703 第二名屏東縣立林邊國小

劉智瑋 03分39秒703 第二名屏東縣立林邊國小

鄭常狩 03分39秒703 第二名屏東縣立林邊國小

蔡惟甫 03分39秒703 第二名屏東縣立林邊國小

林靖恩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許侑倫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佑叡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鍾和勳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昱綸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黎念祖 03分12秒909 第一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張倚袵 03分18秒727 第二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劉蕎毅 03分18秒727 第二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廖昱翔 03分18秒727 第二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廖先偉 03分18秒727 第二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廖庭佑 03分18秒727 第二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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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沁霖 03分18秒75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陳柏勳 03分18秒75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蔡瑾騰 03分18秒75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陳圻勝 03分18秒753 第三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B

尹紹丞 03分19秒129 第四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陳柏翰 03分19秒129 第四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張宇杰 03分19秒129 第四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張恩淇 03分19秒129 第四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林世豪 03分19秒129 第四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江品陞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黃翊宸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冠瑜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蘇俊哲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蔡孟汎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林嘉宥 03分21秒616 第五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車謙維 03分27秒198 第六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劉祥丞 03分27秒198 第六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何紹國 03分27秒198 第六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簡言叡 03分27秒198 第六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陳甲子 03分31秒133 第七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A

王昱堯 03分31秒133 第七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A

瞿楷宸 03分31秒133 第七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A

温宸熙 03分31秒133 第七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A

廖奕帆 03分31秒133 第七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A

鄭棹允 03分40秒161 第八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陳煜璋 03分40秒161 第八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楊梓彥 03分40秒161 第八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陳煜璿 03分40秒161 第八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羅濟恩 03分40秒161 第八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國小男子甲組 2000公尺接力賽

林承佑 03分00秒616 第一名新湖國小

高永旭 03分00秒616 第一名新湖國小

黎宥辰 03分00秒616 第一名新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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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緯 03分00秒616 第一名新湖國小

鄭頎軒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林威燁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李宇杰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許宸煌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柯嚴竣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鄭宇佑 03分07秒528 第二名台南市大灣國小

蔡秉歷 03分09秒556 第三名屏東縣立以栗國小

黃同瑮 03分09秒556 第三名屏東縣立以栗國小

蘇廷宥 03分09秒556 第三名屏東縣立以栗國小

許承恩 03分09秒556 第三名屏東縣立以栗國小

楊予睿 03分30秒684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小

梁家瑋 03分30秒684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小

張熙甯 03分30秒684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小

張永麟 03分30秒684 第四名台北市麗山國小

周宸宇 02分55秒908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周立宇 02分55秒908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游鈞閎 02分55秒908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粘宸維 02分55秒908 第一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曾冠崴 02分55秒986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褚柏陞 02分55秒986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江庭鴻 02分55秒986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李承諺 02分55秒986 第二名新北市溜冰委員會

林侑衡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莊惟甯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汪峻嘉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王品人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郭彦綜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竣羿 02分59秒605 第三名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

陳品言 03分00秒098 第四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林士舜 03分00秒098 第四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李冠廷 03分00秒098 第四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潘柏誌 03分00秒098 第四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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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佳 03分00秒098 第四名屏東縣溜冰委員會A

吳豐旭 03分04秒447 第五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林彥辰 03分04秒447 第五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高啟喆 03分04秒447 第五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盧秉謙 03分04秒447 第五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鍾秉承 03分04秒568 第六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閎剴 03分04秒568 第六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張建閎 03分04秒568 第六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廖敏勛 03分04秒568 第六名台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

曾益宸 03分06秒434 第七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李家豪 03分06秒434 第七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劉庭杰 03分06秒434 第七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郭宸宏 03分06秒434 第七名雲林縣溜冰委員會

陳安得 03分08秒325 第八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陳秉謙 03分08秒325 第八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劉秉宸 03分08秒325 第八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潘承宇 03分08秒325 第八名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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