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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43 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競 賽 規 程（曲棍球)

   依據 臺教授體字第 1100037997 號函辦理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39915 號函辦理 

一、 主 旨：為推展青少年體育，落實體育向下紮根之政策，提倡正當休閒活動提升溜冰技 

術水準，特舉辦第 43 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四、承辦單位：高雄市體育總會、高雄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高雄市溜冰曲棍球協會 

    

六、贊助單位：東伸運動用品有限公司、飛達龍國際有限公司、宇軒綠能股份有限公司、冠禾服 

裝有限公司 

七、競賽日期：110年12月4日(六)至110年12月12日(日)共9日 

八、比賽地點：南投縣草屯鎮石川曲棍球場(南投縣草屯鎮石川路46-10號) 

九、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0年11月1日截止(含繳費完成) 

十、領隊會議：賽前一日晚上8:00於高雄國際滑輪溜冰場一樓會議室(日期另行公告)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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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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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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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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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anroll@gmail.com
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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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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費機制：

(1) 退費流程:

1. 申請退費者，請填寫退費申請書(如附件)和提供銀行帳戶影本，並 EMAIL 至

協會信箱(rollersports2018@gmail.com)。

2. 申請退費日期，以協會信箱顯示的日期為準。

3. 將於賽後依序辦理退款。

4. 如有銀行轉帳匯費，將於退費款項內扣除。

5. 務必提供「銀行帳戶影本」，需含有銀行名稱、分行、戶名、帳號。

6. 賽事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退款。

(2) 因個人因素辦理退費者

1. 以領隊會議日為基準。

2. 十五天以前申請退費，扣除 10%之行政費用。

3. 領隊會議日前到第十四天，申請退費者，扣除 30%行政費用。

4. 領隊會議日之後，將不再受理退費申請。

▲領隊會議日為 12/3，11/18 以前(含 11/18)申請退費者，扣除 10%行政費用。

11/19 到 12/2 申請退費者，扣除 30%行政費用。

(3) 因受傷申請退費者

1. 需檢附診斷證明。

2. 將扣除 10%行政費用。

3. 領隊會議日(含)之後，將不再受理退費申請。

(4) 因不可抗力事件而延賽或取消賽事，申請退費者:需扣除 10%行政費用。

(5) 領隊會議日(含)之後，將不再受理退費申請。

(6) 其他(請於申請書上詳細說明)。

（四） 報名資格：

1.大專社會組：以大專院校為報名單位學生證、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以縣市溜冰委員會為報名單位請出事註冊證明。

2.大專社會女子組：限女性參加。以大專院校為報名單位學生證、身分證影本或

戶口名簿影印本，以縣市溜冰委員會為報名單位請出事註冊證明。

3. 委員會組：

少年組(國小)、青少年組(國中)：身分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都可（以

戶籍所在地為主）

青年組(高中)、公開組、女子組：以縣市溜冰委員會報名參賽，需有球員

證，並以球隊註冊為主

4.學校高中、國中、國小組：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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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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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費：每隊 7,000 元。

十二、競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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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競賽項目組別與參賽資格：

組別 備註 

學校組(國小) 就讀同一所國小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學校組(國中) 就讀同一所國中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學校組(高中) 就讀同一所高中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少年組(國小) 限同一縣市就讀國小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青少年組(國中) 限同一縣市就讀國中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青年組(高中) 限同一縣市就讀高中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公開組 2006/12/31 以前出生者(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女子組 2006/12/31以前出生之女性 

2. 競賽規定：

(1) 學校組：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限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 

(2) 縣市委員會組：少年組(國小)、青少年組(國中)、青年組(高中)、公開組、女子

組，得以縣市溜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

(3) 女子組：僅限女性球員。

(4) 學校組(高中組)：報名隊伍低於 2 隊(含)時，須與委員會青年組(高中)隊伍合併

競賽。

3. 隊員：最多 12 名（含守門員 3 名）

(1) 守門員 3 名，球衣號碼 1 號或 99 號任選之。

(2) 球員不得超過 9 名，球衣號碼由 1 至 99 號中任選之。

(3) 所有參賽球員需著手套、護膝、護脛，始得下場比賽。

(4) 下場比賽名單，需是報名名單內，如有特殊情況理由允許更改球員名單（需告知大

會），但不得增加球員人數。

(5) 申請更換球員，以第一場賽事名單為主。

(6) 更換球員只能照報名比賽人數比例更換。

例如:5~8 位可更換一位、9~12 位可更換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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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時間：

(1) 公開、高中、女子組：上下半場各十七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 國中組：上下半場各十三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3) 國小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乙、 缺席裁定：

(1) 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名），則裁定另一隊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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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零獲勝。 

(2) 報名隊數達 5 隊以內時，該組採單循環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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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比賽預賽採積分制：勝隊 3 分、平手 1 分、敗隊 0 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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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比賽規則: 除上述規則外，本競賽規程若有未盡事宜，則依國際最新規則解釋之。 

6. 比賽器材：國小組、國中組、少年組、青少年組等開放直排曲棍球鞋及直排長桿組別護具。高

中組、青年組、公開組、女子組限用並排溜冰鞋及短桿組別護具。 

7. 短桿比賽場地於帕克運動學園 
(二) 直排長桿溜冰曲棍球 Inline Hockey：每隊最多可報 16 人（含 2 守

門員） 甲、 競賽項目組別與參賽資格表： 

組別 備註 

學校組(國小 A 組) 
就讀同一所國小四、五、六年級在學學生(男女可
混合組隊) 

學校組(國小 B 組) 
就讀同一所國小一、二、三年級在學學生(男女可 
混合組隊) 

學校組(國中組) 就讀同一所國中在學學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學校組(高中組) 就讀同一所高中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青年組 高中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女子組 2005/12/31 以前出生(限女性) 

委員會公開組 2005/12/31 以前出生(男女可混合組隊) 

委員會國小低年級組 
限同一縣市國小一、二年級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 
混合組隊) 

委員會國小中年級組 
限同一縣市國小三、四年級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
混合組隊) 

委員會國小高年級組 
限同一縣市國小五、六年級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 
混合組隊) 

委員會青少年組(國中) 限同一縣市國中在學學生為限(男女可混合組隊) 

 

乙、 競賽規定： 

(1) 學校組：國小組(國小 A 組)、(國小 B 組)、國中組、高中組限以學校為單位

報名參賽。 

(2) 縣市委員會組：青年組、女子組、公開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

小高年級組、青少年組得以縣市溜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 

(3) 女子組：僅限女性球員。 

(4) 學校組(國中組)：報名隊伍低於 2 隊(含)時，須與委員會青少年組(國中)隊

伍合併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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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組(高中組)：報名隊伍低於 2 隊(含)時，須與委員會青年組隊伍合併

競賽。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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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參賽球員需著符合規定之全套護具始得下場比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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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賽前可申請更換球員，以第一場賽事名單為主。

(6) 更換球員只能照報名比賽人數比例更換

例如: 5~8 位可更換一位、9~12 位可更換二位、13~16 位可更換三位
丁、 球衣：每隊須準備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球衣顏色

分別，主場淺、客場深。直排輪曲棍球每位球員必要穿著外褲比賽，違者不得上 

場。 

戊、 比賽制度： 

甲、時間：

(1) 公開組、高中組、女子組、：上下半場各十六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 國中組、青少年組：上下半場各十二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3) 國小 A/B 組、國小低/中/高年級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乙、缺席裁定：

(1) 比賽時間到達後，三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4+1），則裁定另一隊

以 1 比 0 獲勝。

(2) 報名隊數達 5 隊以內時，該組採單循環賽或雙敗淘汰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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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比賽預賽採積分制：勝隊 3 分、平手 1 分、敗隊 0 分、棄權-3 分。

(5) 循環賽事積分相同:

二隊積分相同(二隊互相比較):

1. 勝場數

2. 最少失分

3. 兩隊對戰

4. 實施三對三 PK 分出勝負

三隊積分相同(三隊互相比較):

1. 勝場數

2. 失分差（排名相同隊伍進行統計）

3. 如果超過三隊平手，先以上敘方法決定，剩餘隊伍再重新比較一次

4. 如比較到最後剩下兩隊平手時，則改以兩隊平手方式做比較

丙、比賽規則：除上述規則外，本競賽規程若有未盡事宜，則依國際最新規則解釋

之。 

己、 比賽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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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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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員)。 

庚、 注意事項: 1.國小組、少年組長桿比賽場地於帕克運動學園，其餘組別安排於 

高雄市立德國中或鳳山運動園區溜冰場。 

2. 如又因疫情影響賽事進行，比賽地點及比賽正確日期依本會官方

網站公告為準。 

3.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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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懲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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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可取其整隊之比賽資格。 

2. 無正當理由而棄權者取消所有成績（含已賽成績）。 

3. 各隊提出抗議時，如未依第 15 點申訴規定循合法程序提出，大聲叫囂以致影響比

賽之進行或有汙辱裁判及大會人員之行為時，得視其嚴重性由大會採取適當之處分(例： 

取消個人或其全隊之參賽資格或禁賽多久等處分)，並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備查。 

4. 無正當理由而棄權者取消所有成績（含已賽成績）。
十四、獎勵 

本比賽曲棍球項目為符合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之指定盃賽，其甄試資格取得所需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及獲得最優級組前幾名隊伍(人) 

數，依教育部最新公布之辦法辦理。惟本比賽於同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或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等賽會將曲棍球列為競賽種類時，依規定將不具有前述運動績優生甄試資 

格。 

※本賽事除國中組、高中組外，其餘組別不具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一、給獎名次限制： 

1. 參賽隊（人）數 16 個以上：最優級組前 8 名。 

2. 參賽隊（人）數 14 個或 15 個：最優級組前 7 名。 

3. 參賽隊（人）數 12 個或 13 個：最優級組前 6 名。 

4. 參賽隊（人）數 10 個或 11 個：最優級組前 5 名。 

5. 參賽隊（人）數 8 個或 9 個：最優級組前 4 名。 

6. 參賽隊（人）數 6 個或 7 個：最優級組前 3 名。 

7. 參賽隊（人）數 4 個或 5 個：最優級組前 2 名。 

8. 參賽隊（人）數 2 個或 3 個：最優級組第 1 名。 

二、學生申請甄試，以招生簡章所列各校之運動種類及名額為限。歷年各運動種類開缺

情形，請參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網址：lulu.ntus.edu.tw/)歷

年簡章。 

三、各項比賽之成績，除由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保存外，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及中華

民國體育總會，列為全國比賽成績。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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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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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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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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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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病疾病(Covid-19)，與會人員須配合主辦單位及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之防疫措施，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應佩戴口罩，並儘速就

醫。

十七、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一)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二)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

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www.antidoping.org.tw/tue/）

(三)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29 日。

二、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綱「公告欄」，單項

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說明。（申請網址：http://www.antidoping.org.tw） 

十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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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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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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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本規程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www.antidoping.org.tw/tue/
http://www.antidoping.org.tw/
mailto:rollersports20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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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排輪曲棍球組別： 

國小A組 

南投縣炎峰國小A 

領隊：陳恆聰   管理：李宜珊   教練：柯雪紅 

李秉諺、林廷駿、陳則諺、李展葳、江承諭 

葉珈妤、林育菖、陳則叡、葉品佑 

 

桃園市員樹林國小 

領隊：盧文平    管理：洪睿杰    教練：李國豪、徐嘉陽 

林敬棋、田宸睿、邱子紝、夏唯愷、夏唯哲 

詹懷喆、雍文嚴、李津澄、劉瑞涵、余承泰 

雍文瓅、李科澄、廖孟紳、劉瑞恆、崔恩燦 

藍品嘉 

 

臺中市文山國小 

領隊：邱炳彰   管理：李欣玲    教練：楊奕璿 

洪子煒、薛名凱、洪子翔、廖泓翔、王偉全 

林其緯、楊  瀚、魏毓家、林咨宏、洪梓閎 

陳宥瑾 

 

臺中市頭家國小 

領隊：王玉龍    管理：黃秀萍    教練：吳光耀、張晏瑜、曹晉誠 

王慕恩、何以杰、謝育盛、王睿易、張棋恩 

黃皓柏、藍品和、楊竣亦、林莘耀、施偉翔 

曹綎珮、李坤壕、黃煒傑 

 

高雄市加昌國小 

領隊：洪裕欽   管理：侯曉寧   教練：張凱翔 

曾尚俊、陳宥錡、蘇容加、高  暉、許庭瑋 

楊依宸、陳昱安、謝永雋、曾尚羿、藍恩浩 

黃禹甄、莊承偉、葉品澤、陳泓劭 

 

桃園市南勢國小 

領隊：許志豪   管理：陳俊銘   教練：李俊賢、范剛斌 

張易涵、王翊軒、羅祐希、林友捷、賴柏愷 

林牧民、羅祐翔、許宸緁、許凱羿、魏道倫 

孫偉哲 

 

 



南投縣炎峰國小B 

領隊：陳恆聰   管理：王佩貞   教練：何銘全 

吳宣蓉、林昱葆、楊尚恩、陳品睿、蔡喬亦 

陳嘉陞、藍梓睿、林宥逸 

 

臺南市私立寶仁國小 

領隊：王澤瑜   管理：徐成基    教練：蘇士勛、陳柏憲、張致凱 

梁凱鈞、卓柏睿、莊秉瑀、曾克翔、范峻瑜 

卓立棠、袁宇舜、袁宇辰、楊允灝、楊允瀚 

王淞履、張家祥、蘇彥維、梁智凱、張家碩 

董琌溯 

 

國小Ｂ組 

臺中市文山國小 

領隊：邱炳彰   管理：李欣玲    教練：楊奕璿 

陳定驛、周珩哲、陳亮諺、汪廷育、王韻雅 

廖乘毅、黃郁勛 

 

臺南市私立寶仁國小 

領隊：王澤瑜   管理：徐成基    教練：蘇士勛、陳柏憲、張致凱 

梁凱鈞、莊秉瑀、袁宇辰、蘇彥維、梁智凱 

張家碩、周竫洵、周暐竣 

 

國中組 

苗栗縣建國國中 

領隊：林秋嬋    管理：王信華    教練：王建國  

謝  熏、劉宜承、盛孍欣、賴少弦、鍾侑庭 

徐昀彤、黃宣諠、鍾昀翰 

 

桃園市龍潭國中 

領隊：黃寒楨    管理：秦國揚    教練：李國豪、李嘉陽  

李宇洋、廖宜修、徐少洋、葉妘婕、鄒鈺顓 

陳俐龍、徐灝文、黃絜俞、高梓竣、蕭敬恆 

林楷棠、林昆諺、徐敬宸、陳帛震、陳冠宇 

謝旺霖 

 

臺中市僑泰高中附設國中部 

領隊：溫順德     管理：鄭元忠    教練：林煒翔 

劉哲叡、陳允則、林子恩、楊舒郁、鄭丞皓 

劉宸睿、陳澤森 

 



桃園市大成國中 

領隊：蘇佐璽    管理：呂秀美    教練：徐嘉陽 

吳佳穎、彭立閎、李佩儒、彭楷竣、彭精晟 

洪肇威、吳諺昀、陳又羽、劉政傑、張舒雅 

陳奇駿、盧致瑋、陳佑庭、吳冠儒、李宸亦 

 

南投縣草屯國中 

領隊：黃美玲    管理：林汶欣    教練：何銘全 

吳哲宇、江弦恩、王銘棟、李若祺、吳御寧 

何羽舜、蕭諭瞬 

 

臺南市復興國中 

領隊：陳文財    管理：陳俊豪    教練：陳柏翰 

許瓏瀚、張家銨、劉東霖、王靖喆、王鈺淵 

陳錝緯、蘇奕宇、黃偲瑋、王晟宇、施承宇 

 

臺南市關廟國中 

領隊：黃旭陽    管理：賴虹美    教練：王明元 

張博鈞、楊崇翊、陳宣宇、楊元畯、林志勳 

郭伯彰、吳婉禎、吳承恩 

 

屏東縣東興國中 

領隊：湯博榮    管理：黃家成    教練：羅平育 

張  瑜、許恩睿、黃禹誠、羅鈺閔、蔡佳妤 

鍾坤吉、謝佶安、李  家、謝朝全、陳宥勳 

羅文彥、李芳儀、羅鈺舜、賴宗偉、余祥祐 

賴佳穎 

 

屏東縣光春國中 

領隊：鍾冬玉    管理：周孟蓉    教練：潘怡蓁 

鄭沅豐、潘柏誌、文祈翔、陳品言、鄭宇宸 

陳秉寬 

 

新北市錦和中學 

領隊：張純寧    管理：賴尚欣    教練：王學田 

王書妤、廖崇亦、傅政諭、宋町蝶、黃若雅 

張辰優、黃威穎、馮子駿、王慎安、許博宇 

曾祥宴、沈希恩、劉昕儒、黃威智、蔡雲安 

廖子瑋 

 

臺東縣東海國中 

領隊：賴亮禎    管理：鄭進三    教練：黃星文 

張祐齊、豐一正、成適任、張祐誠、呂智勳 



蕭景鴻、羅浚呈、高焌庭、潘證宇 

 

屏東縣新園國中 

領隊：陳冠良    管理：吳建勳    教練：許晉耀 

陳玥伶、王善平、黃善義、林子程、林秉霆 

林秉賢、簡儁祐、謝孟翰、盧柏安、吳浤安 

蕭閔鴻、陳姿穎、劉育丞 

 

委員會國小低年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A 

領隊：吳燕姿    管理：吳燕姿   教練：黃志寧  

吳晟崴、古語媗、劉峰豪、洪翊凱、曹秉橙 

楊得曦、王允希、李玠賢、蔡昌祐、吳佳穎 

王允曖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B 

領隊：劉春來    管理：李欣欣   教練：郭宗富 

李若華、曾秉杰、蔡忻妤、張書毓、王宗錫 

李奕宏、簡芮荺、梁軒瑜、劉書睿、陳泫安 

郭紫馨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 

領隊：詹景至    管理：何肇恩    教練：楊奕璿 

陳定驛、王韻雅、廖乘毅、廖允晨、陳亮諺 

康必忱、李韋翰、林于凱、黃銅瀚、黃郁勛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簡賜勝   管理：楊珮甄   教練：何銘全、蕭喬馨 

莊智盛、蔡岷翰、陳彥臻、陳嘉陞、黃暐帆 

劉彥慶、陳奕劭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逆飛輪 

領隊：王建華    管理：郭立新    教練：郭立新、李君傑、李國豪 

王惟平、廖博翊、王呈恩、張紹綸、李梓恩 

陳炫燁、涂宇廷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C 

領隊：鄭孟洳    管理：林銘群   教練：歐佳和、賴建和 

洪聖鎧、劉麒愷、歐泊辰、卓宸愷、余建霖 

李京瀚、高  暉、陳  謙、吳顯飛、陳行樂 

陳宥錡、蔡宗霖、陳燕秀、曹和諺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野馬 

領隊：姜滄源    管理：陳柏翰    教練：張致凱、陳則宏、蘇士勛 

張育誠、袁宇辰、蔡松言、楊得曦、梁凱鈞 

何承哲、陳寶杰、謝愷威、林柏翰、吳悠帆 

童振愷、周暐竣 

 

委員會國小中年組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野馬 

領隊：卓英杰     管理：高竹佑     教練：張致凱 

傅昱維、傅郁涵、林柏辰、梁凱鈞、梁智凱 

葉祐成、林永婕、莊秉瑀、楊鎧嶸、張品洋 

高丞諺、黃暐霖、王聖燁、蘇彥維、卓立棠 

林柏翰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A 

領隊：劉春來    管理：張愷芯   教練：郭宗富 

張書睿、李奕昇、蔡喆亘、郭宥妘、何孟哲 

何承陽、羅富霖、鍾睿暘、李品賢、黃家陞 

李科澄、劉書睿、簡湙潼、沈軒羽、吳典恩 

王立淳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 

領隊：詹景至    管理：何肇恩    教練：楊奕璿 

黃方璿、朱翊碩、廖泓翔、張允睿、洪子煒 

魏毓家、薛名凱、吳軒皓、周珩哲、汪泓睿 

王偉全、張煜唯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簡賜勝   管理：魏宇萱   教練：何銘全 

江郁程、黃暐廷、蔡旻澔、藍梓睿、林宥逸 

蔡喬亦、關景緒 

 

苗栗縣滑輪溜冰委員會-勇士狼 

領隊：高紹文    管理：邱建誠   教練：林聖評 

支紹權、鄭諺斌、陳力碩、曾宥文、朱奕龍 

洪  程、朱治同、侯辰熹、王裕澔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 

領隊：姜滄源   管理：陳柏翰   教練：蘇士勛、陳柏憲、陳則宏 

袁宇辰、施宇丞、邱士恩、袁宇舜、周竫洵 

李定叡、楊耿侑、張家祥、何青璋、陳保勛 



卓依辰、張家碩、林立宇、楊沂樂、畢平心 

葉牧恩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劉展翔、何熙庭、王慕恩、林郁恆、周昕佑 

曹綎珮、王睿易、施偉翔、李坤壕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逆飛輪 

領隊：王建華    管理：李國豪    教練：徐嘉陽 

邱子紝、彭子晉、雍文瓅、林敬棋、呂子明 

程毅綸、涂宇廷、程群陽、高子捷、王呈恩 

林景淯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B 

領隊：鄭孟洳    管理：梁嘉霖   教練：歐佳和、張凱翔、吳柏賢 

杜翊鎧、董至桀、歐泊辰、李宥孜、黃禹甄 

藍恩浩、林伯恩、許庭瑋、蘇琮芫、曹軒瑀 

謝永雋、蔡宗霖、林冠衡、蘇容加、張祐愷 

陳泓劭 

 

委員會國小高年組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野馬 

領隊：卓英杰     管理：高竹佑     教練：張致凱 

傅昱維、傅郁涵、高唯罡、梁智凱、王竑凱 

葉祐成、林煜翔、楊鎧嶸、張品洋、高丞諺 

黃暐霖、葉名家、林柏霆、卓立棠、卓柏睿 

范峻瑜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鷹 

領隊：簡賜勝   管理：嚴振農   教練：林宏儒、陳柏維 

林育菖、王柏倫、楊博傑、葉珈妤、李展葳 

文誠佑、陳則叡、莊名栩、葉品佑、李秉諺 

陳則諺、林廷駿、楊博竣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A 

領隊：劉春來    管理：許秀蕙   教練：趙宜孝 

李坤鴻、蔡喆亘、郭齊夫、鍾采婕、羅照勳 

蔡昀濃、李兆宸、鍾睿暘、莊子宥、張湘婷 

黃家陞、黃靖宇、李津澄、李科澄、郭霏霏 

吳典恩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之王 

領隊：詹景至    管理：何肇恩    教練：楊奕璿 

劉師宇、石文仁、潘光磊、張沛琛、陳宥瑾 

林鈞燁、謝獻哲、謝獻庭、洪子翔、林其緯 

楊  瀚、洪梓閎、林子恩、黃威翔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簡賜勝    管理：魏宇萱   教練：何銘全 

黃暐宸、蔡侑恆、蔡喬亦、劉宇翔、楊尚恩 

吳宣蓉、林昱葆、蕭季洳、陳品睿、江郁程 

白秉叡、韓東駿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 

領隊：姜滄源   管理：陳柏翰   教練：蘇士勛、陳柏憲、陳則宏 

吳宥辰、林楷翰、陳宥丞、郭又誠、楊昀璋 

蔡郡彥、游宥霖、郭韋志、林天宇、董琌溯 

王郡陽、賴柏叡、陳宥霖、邱亮瑜、劉佩昀 

孫逸錤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梁燿旭、林莘耀、何以杰、呂崴勝、施偉翔 

陳子浩、宋宇恩、王睿易、郭耀傑、黃皓柏 

藍品和、黃品豪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B 

領隊：林智鴻    管理：梁嘉霖   教練：歐佳和、張凱翔、吳柏賢 

陳昱安、陳家稕、黃嵩博、曾尚俊、陳  鑫 

陳帷恩、李宥囷、陳雋凱、蔡育哲、郭立源 

莊承偉、葉品澤、謝維謙、曾尚羿、楊依宸 

曾愷辰 

 

臺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銀色野獸 

領隊：陳彥志    管理：陳彥志  教練：陳彥志、游松穎 

李松柏、李立宸、廖品翔、費岢風、陳宥綱 

劉軒齊、蔡承元、林恩旭、呂宸熙、朱寬宜 

洪以和、卓慈駿、陳  新 

       

委員會國中組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鷹 

領隊：簡賜勝   管理：陳孟君   教練：林宏儒 

林子恩、陳澤森、林承佑、劉宸睿、趙律銘 



江承軒、李峻全、陳允則、莊文睿、鄭丞皓 

游杰倫、許騰敏、劉哲叡、簡祈慧、李昀彥 

黃柏凱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A 

領隊：劉春來    管理：吳季家   教練：趙宜孝 

何孟翰、林致漢、孫暐凱、蔡依依、蔡奕恩 

蔡昀濃、游淵名、吳宗軒、李兆宸、李津澄 

戴嘉佑、黃睿宇、孫嘉蔓、簡均憲、黃家晟 

陳奕晴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蒼晟核心 

領隊：    管理：   教練： 

李濬酉、王羿晴、洪妍瓔、洪子傑、洪仕帆 

洪世宇、洪妍珊、周柏辰、李采穎、劉奕琛 

劉冠廷、魏琪方、魏銘佑、劉玨朗、柯鎧澤 

賴衍妍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 

領隊：簡賜勝   管理：林汶欣   教練：何銘全 

洪藝容、江弦恩、楊尚恩、蕭諭瞬、王宥羢 

吳哲宇、何羽舜、胡田篆、王宥翔、李若祺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黑 

領隊：姜滄源    管理：陳柏翰   教練：陳柏憲、蘇士勛 

蔡岱杰、楊  喬、楊  椗、趙士寬、周聖韋 

陳宥霖、林岳群、林榆宸、劉東霖、黃治諺 

孫逸錤、黃冠騰、蘇奕宇、董琌溯、張家銨 

賴柏諺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黃 

領隊：姜滄源   管理：陳柏翰   教練：王子維 

徐士傑、陳宣宇、趙承輝、蔡侑達、許瓏瀚 

徐楷程、郭韋志、邱亮瑜、黃偲瑋、王鈺淵 

楊詠麟、林志勳、林天宇、陳宥丞、陳綜鍏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萬獸黑炫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楊奕璿 

曹凱鈞、張棠崴、謝承祐、呂睿程、陳逸澤 

蘇禹欣、陳彥宏、謝獻緯、林明熙、溫亞唯 

楊承祐、陳博宇、施泊麟、許衽華、楊舒郁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逆飛輪哈雷 

領隊：王建華    管理：李國豪    教練：范剛斌、徐嘉陽 

徐少洋、林辰樺、陳俐龍、蕭敬恆、彭立閎 

林楷棠、黃宇霆、陳帛震、張嘉哲、林昆諺 

彭楷竣、高梓竣、廖宜修、謝昕佑、陳冠宇 

李宸亦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B 

領隊：林智鴻    管理：張文晃   教練：歐佳和、張凱翔、吳柏賢 

謝永煜、張竣瑜、魏劭衡、王柏勳、蘇琮育 

張詠勛、吳豐祐、邱炯棠、高子綸、董巧涵 

謝侃廷、陳帷恩、吳日陞、李漢鈞、舒尉司 

林宥辰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C 

領隊：鄭孟洳    管理：張文晃   教練：歐佳和、張華鎔、吳柏賢 

張秝輔、歐泊辰、李宥孜、楊睿承、吳顯萌 

黃嵩博、左晏禎、陳  鑫、謝維謙、曹軒瑀 

李宥囷、朱忠偉、蔡宗霖、林冠衡、高  喜 

郭立源、曾愷辰 

 

委員會高中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A 

領隊：劉春來    管理：陳美蒨   教練：吳晏媚 

董彥辰、劉庭綾、林子揚、趙御翔、朱晨逸 

賴品儒、郭政佑、張樞旭、詹仕軒、張來昕 

劉建佑、楊賀丞、許維宏、吳柏瑋、吳柏萭 

王  璇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玉山熊鷹 

領隊：簡賜勝   管理：鄭仁斌   教練：林宏儒 

何昆憙、林晏榆、藍舒安、陳宥齊、許騰敏 

蔡鈞侑、李昀彥、簡祈慧、許耀鍾、張詠傑 

鄭丞恩、何宗哲、江弦橙、鍾  情、林睿宇 

許騰語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姜滄源   管理：呂頌翔   教練：呂頌翔、王子維 

周佑耘、周聖韋、林珈安、邱奕侖、高葦庭 

郭芊琪、廖舶劭、呂力安、陳泰宇、蔡侑達 

沙云筠、賴柏翰、林岳群、黃冠騰、李盈萱 

程大維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林明熙、范睿紘、溫亞唯、劉又愷、施坤佑 

陳治頤、蘇禹欣、黃立華、施泊麟、陳博宇 

黃威鈞、曹凱鈞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B 

領隊：林智鴻    管理：張文晃   教練：歐佳和、吳柏賢 

鮑勝宏、黃啟恩、鄭宇辰、邱炯棠、程立祥 

謝睿宇、黃冠瑜、李漢鈞、劉庭瑋、吳季慈 

陳冠瑋、許博勛、吳育騰、張竣瑜、陳瑜樺 

鄭詠君 

 

委員會大專社會組 

南投縣滑輪溜冰委員會-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校友隊） 

領隊：蔡明昌    管理：蔡以珊、陳郁晴   教練：蔡明昌 

沈延霖、劉祐麟、陳冠廷、沙奕霆、江弦橙 

林煒翔、林晏榆、陳柏維、陳  擇、洪梓銘 

鄭  穎、忻暉祐、何惠愉、張開泰、鍾博詳 

田家豪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A 

領隊：趙宜孝    管理：陳美蒨  教練：劉春來 

董彥辰、董思妤、陳侑暄、趙御翔、朱晨逸 

賴品儒、郭政佑、張樞旭、張來昕、劉建佑 

吳宇宸、楊賀丞、張來昱、吳柏瑋、黃聖鈞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姜滄源   管理：呂頌翔   教練：呂頌翔、王子維 

蘇士勛、洪紹桐、王子維、鄭溫齡、黃宇祥 

顏  璟、陳柏憲、張茗翔、孫丞譽、張原輔 

周榮騰、陳冠廷、陳彥均、楊承諭、洪鵬祈 

邱家科 

 

花蓮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楊永成    管理：蔡之民   教練：張潘垚 

林貝珊、廖丞祥、張潘垚、楊甯羽、馮子諭 

柯學霖、徐陳冠瑜、溫盛凱、彭文瑋、楊文杰 

張簡文傑、官  靖、賴柏綸、江  維、楊孝灝 

沈延縉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哈雷滷鴨 

領隊：李志仁    管理：郭立新   教練：范剛斌 

郭立新、陳茂松、范睿奇、蕭瑋俊、詹士慶 

范剛斌、傅家彬、鄧雨婷、潘怡誠、徐承翰 

嚴大為、潘忻妮、陳語佳、葉沛含、范芷婕 

王柏翔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B 

領隊：鄭孟洳    管理：張文晃   教練：楊茵茵、范元騰 

余學泓、黃星文、張凱翔、歐佳和、姚登元 

李政瑋、李翊誠、林彥廷、董正信、蘇培維 

盛揚育、鮑勝宏、范毅丞、黃俊翔、余學喆 

蔡耀承 

 

委員會大專社會女子組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姜滄源   管理：呂頌翔   教練：呂頌翔、王子維 

謝霓萱、高葦庭、郭芊琪、鄭溫齡、林洋萁 

黃敏娟、沙云筠、吳庭慈、林欣諭、田芸禎 

林佳音、李盈萱、陶興伶、李盈臻、黃筠筑 

陳  蓁 

 



並排曲棍球組別： 

委員會國小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A 

領隊：趙宜孝    管理：許秀惠  教練：劉春來 

蔡喆亘、郭齊夫、鍾采婕、羅照勳、蔡昀濃 

羅富霖、張湘婷、黃家陞、黃靖宇、李津澄 

李科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B 

領隊：劉春來    管理：許秀惠  教練：趙怡孝 

張書睿、李坤鴻、何孟哲、李兆宸、鍾睿暘 

莊子宥、李品賢、劉書睿、郭霏霏、簡湙潼 

沈軒羽、吳典恩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陳子浩、黃皓柏、何以杰、呂崴勝、施偉翔 

林莘耀、郭耀傑、藍品和、梁燿旭 

 

委員會青少年組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領隊：翁進忠    管理：連高振   教練：洪國鈞 

黃揚閔、邱冠宗、李宗哲、張竣瑜、洪子恩 

高  喜、楊依宸、陳宥湘、洪琨芪、曾尚俊 

曾尚羿 

 

臺南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黃蜂 

領隊：    管理：   教練： 

蔡岱杰、楊  喬、楊  椗、趙士寬、劉東霖 

黃治諺、黃冠騰、張家銨、賴柏諺、賴柏叡 

周聖韋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逆飛輪 

領隊：王建華    管理：李國豪    教練：徐嘉陽 

徐少洋、林辰樺、陳俐龍、彭立閎、林楷棠 

徐靖宸、陳帛震、林昆諺、高梓竣、廖宜修 

謝昕佑、李宸亦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許衽華、陳博宇、施泊麟、蘇禹欣、林明熙 

陳彥宏、曹凱鈞、何以杰、梁燿旭、郭耀傑 

溫亞唯 

 

委員會公開男子組 

臺中市滑輪溜冰委員會-黑炫風 

領隊：施明宏    管理：黃秀萍   教練：曹晉誠 

施坤佑、曹晉誠、張晨祐、賴正寬、黃威鈞 

傅榆翔、陳治頤、楊奕璿、范睿紘、黃立華 

劉又愷、劉祐麟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B 

領隊：翁進忠    管理：連高振   教練：洪國鈞 

邱冠宗、洪國鈞、鍾  愛、洪子恩、邱冠騰 

楊忠霖、鍾  情、何俊諺、陳順裕、田嘉榮 

洪琨芪、高  鋒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A 

領隊：吳晏媚    管理：陳美蒨  教練：劉春來 

董彥辰、劉庭綾、簡均憲、朱晨逸、賴品儒 

詹仕軒、楊賀丞、張來昱、許維宏、孫暐凱 

吳柏萭 

 

高雄市滑輪溜冰委員會 C 

領隊：劉春來    管理：陳美蒨  教練：吳晏媚 

劉士誠、董思妤、林子揚、陳侑暄、劉春來 

趙御翔、郭政佑、張樞旭、張來昕、劉建佑 

吳柏瑋、黃聖鈞 



13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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