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第19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成績總表 
 公開組 － 雙人花式繞樁 

 侯鈞諺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第一名 

 侯安伃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第二名 

 王瑞新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第三名 

 吳宇笙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第四名 

 蔡孟澔 國立馬公高中 第五名 

 許旂菲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第六名 

 林芸岑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七名 

 國小男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傅可瑞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小 第一名 

 吳宇笙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第二名 

 羅逸翔 桃園市立雙龍國小 第三名 

 歐騏寧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第四名 

 鐘友謙 新北市立永和國小 第五名 

 李沛承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小 第六名 

 黃靖丞 桃園市立雙龍國小 第七名 

 吳浚齊 新北市立三峽國小 第八名 

 國小女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莊舒宇 彰化縣立南郭國小 第一名 

 楊翎琳 桃園市立大成國小 第二名 

 蘇心恬 新北市立板橋國小 第三名 

 邱宇彤 臺北市立士東國小 第四名 

 朱苡瑄 新北市立安和國小 第五名 

 劉睿淇 桃園市立龍潭國小 第六名 

 劉芊郁 桃園市立龍潭國小 第七名 

 連梓云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第八名 

 國中男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謝震錡 桃園市立石門國中 第一名 

 楊勻昕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第二名 

 周柏諦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 第三名 

 張呈嘉 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第四名 

 盧嘉辰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第五名 

 郭人豪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第六名 

 黃奕硯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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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時彥 桃園市立建國國中 第八名 

 國中女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李赫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 第一名 

 邱宇涵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 第二名 

 鐘晨芸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第三名 

 侯安伃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第四名 

 蔡昀珈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第五名 

 范子聿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第六名 

 盧琬宜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附設國中 第七名 

 李宜蓁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第八名 

 高中男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陳建廷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第一名 

 邱宇廷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二名 

 鐘晨恩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第三名 

 劉祐呈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第四名 

 侯鈞諺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第五名 

 蔡孟澔 國立馬公高中 第六名 

 高中女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盧薇亘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 第一名 

 藍立芯 國立馬公高中 第二名 

 劉以琳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第三名 

 蕭昱糖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第四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賴徐捷 臺北市立大學 第一名 

 張唯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二名 

 周柏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第三名 

 范予僖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第四名 

 楊翔宇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五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個人花式繞樁 

 邱映瑄 國立政治大學 第一名 

 溫瑞玲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二名 

 國小男子組 － 花式煞停 

 廖郁丞 嘉義市立世賢國小 第一名 

 沈奕辰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第二名 

 蕭紹凱 嘉義市立嘉北國小 第三名 

 王哲盈 新北市立建國國小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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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澄楓 雲林縣立虎尾國小 第五名 

 曹祐赫 新北市立昌福國小 第六名 

 國小女子組 － 花式煞停 

 莊翔嵐 嘉義縣立達邦國小 第一名 

 張芫倢 桃園市立四維國小 第二名 

 廖恩靖 嘉義市立文雅國小 第三名 

 劉宇珊 桃園市立茄苳國小 第四名 

 國中男子組 － 花式煞停 

 黃秉閎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第一名 

 郭人豪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第二名 

 唐臻浩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中附設國中 第三名 

 廖郁得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第四名 

 黃士恩 臺南市立新東國中 第五名 

 曹竣崴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第六名 

 國中女子組 － 花式煞停 

 劉貞語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附設國中 第一名 

 高中男子組 － 花式煞停 

 呂秉宥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第一名 

 高中女子組 － 花式煞停 

 柯昕妤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第一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花式煞停 

 何秉翰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第一名 

 楊翔宇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二名 

 李颻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第三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花式煞停 

 呂亭諾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一名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李威霆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第一名 

 張桀睿 桃園市立埔心國小 第二名 

 邱立帆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第三名 

 黃承彥 屏東縣立忠孝國小 第四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陳子晴 臺北市立松山國小 第一名 

 吳芊葵 桃園市立元生國小 第二名 

 沈昕辰 新北市立中信國小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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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沅圻 桃園市立大竹國小 第四名 

 楊莫妍 彰化縣立溪湖國小 第五名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江宇喆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第一名 

 吳浥弘 桃園市立元生國小 第二名 

 陳則安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第三名 

 盧柏宇 新北市立仁愛國小 第四名 

 吳靖紳 臺北市立清江國小 第五名 

 張立穎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第六名 

 林奕銘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第七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謝侑芯 彰化縣立東芳國小 第一名 

 鄭可勤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第二名 

 陳炫臻 嘉義市立民族國小 第三名 

 余昕霓 新北市立榮富國小 第四名 

 莊瑄霈 臺南市立小新國小 第五名 

 周育帆 桃園市立長庚國小 第六名 

 李薇羽 嘉義市立精忠國小 第七名 

 鄭旻霏 高雄市立翠屏國小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張茗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第一名 

 陳懿宸 臺北市立西松國小 第二名 

 吳寅睿 高雄市立新民國小 第三名 

 陳威辰 臺北市立西松國小 第四名 

 江旺霖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第五名 

 吳寅豪 高雄市立新民國小 第六名 

 林曉擎 臺北市立木柵國小 第七名 

 曾子齊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第八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張希彤 臺北市立博愛國小 第一名 

 張又方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第二名 

 劉采沛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第三名 

 李書聿 臺北市立石牌國小 第四名 

 黃語楦 臺中市立文心國小 第五名 

 孫庭宜 苗栗縣立藍田國小 第六名 

 蘇奕齊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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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云湘 桃園市立雙龍國小 第八名 

 國中男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曾秉鑫 新北市立三峽國中 第一名 

 劉祐呈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第二名 

 鍾明叡 高雄市立鳳山國中 第三名 

 余昕燁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中學部 第四名 

 國中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周芯霓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第一名 

 吳宥萱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第二名 

 黃宥菁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第三名 

 高中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吳宥蓁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第一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張世傳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第一名 

 黃群祐 國立中興大學 第二名 

 劉宇哲 國立中興大學 第三名 

 張照遠 東海大學 第四名 

 王詠俊 東海大學 第五名 

 王柏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六名 

 官靖軒 東海大學 第七名 

 周宇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八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初級指定套路 

 陳采葳 國立清華大學 第一名 

 唐瑋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二名 

 謝語芯 國立中興大學 第三名 

 邱宓芝 國立中興大學 第四名 

 林宜璇 國立中興大學 第五名 

 林采卉 東海大學 第六名 

 黃雅歆 靜宜大學 第七名 

 陳姿涵 東海大學 第八名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吳佳軒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小 第一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侯舜棻 高雄市立文華國小 第一名 

 周佩穎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第二名 

 簡妍臻 臺北市立仁愛國小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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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陳昀星 新北市立成功國小 第一名 

 莊睿哲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第二名 

 林晉羽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第三名 

 洪晨翔 臺北市立逸仙國小 第四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邱昱涵 桃園市立中壢國小 第一名 

 周育如 桃園市立長庚國小 第二名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石尚恩 澎湖縣立石泉國小 第一名 

 陳楷勛 臺北市立敦化國小 第二名 

 康鈞愷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第三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廖亦捷 臺北市立石牌國小 第一名 

 李沁恩 新北市立五華國小 第二名 

 劉品璐 臺北市立吉林國小 第三名 

 王翊宸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第四名 

 潘欣彤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 第五名 

 葉咏榛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第六名 

 國中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蔡有倫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第一名 

 李燿辰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附設國中 第二名 

 國中女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郭采璇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第一名 

 龎式晴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附設國中 第二名 

 廖姿雅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第三名 

 高中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周承燁 國立馬公高中 第一名 

 常興宥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第二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何俊穎 國立中興大學 第一名 

 于之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二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中級指定套路 

 鄭雅云 靜宜大學 第一名 

 朱暢音 國立中興大學 第二名 

6



 幼童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陳羿均 彰化縣幼兒園 00:07.061 第一名 

 林凡戀 屏東縣私立貝兒幼兒園 00:07.416 第二名 

 楊騏如 彰化縣幼兒園 00:09.257 第三名 

 邱宥寧 屏東縣私立復興幼兒園 00:10.048 第四名 

 呂姿誼 臺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00:10.147 第五名 

 幼童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羅玉瑽 臺南市私立東東幼兒園 00:08.553 第一名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李秉樺 臺中市立東平國小 00:06.471 第一名 

 栢昱安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6.841 第二名 

 李彥毅 新竹市立關埔國小 00:07.562 第三名 

 詹廷昊 苗栗縣立卓蘭國小 00:07.687 第四名 

 黃允杰 臺南市立新泰國小 00:08.080 第五名 

 莊子毅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8.196 第六名 

 鄭宇翔 高雄市立翠屏國小 00:08.207 第七名 

 胡羽宸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9.889 第八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陳映妍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00:06.683 第一名 

 陳言欣 新北市立麗林國小 00:06.810 第二名 

 洪毓昕 嘉義市立興嘉國小 00:06.823 第三名 

 盧沅圻 桃園市立大竹國小 00:06.927 第四名 

 張可忻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00:07.047 第五名 

 江宛霖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00:07.138 第六名 

 戴資芸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7.290 第七名 

 蔡淨羽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國小部 00:07.493 第八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林宸 嘉義市立博愛國小 00:06.250 第一名 

 王宸勖 澎湖縣立中正國小 00:06.459 第二名 

 邱立帆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00:06.510 第三名 

 張桀睿 桃園市立埔心國小 00:06.595 第四名 

 栢堉瑋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6.827 第五名 

 邱靖翰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6.834 第六名 

 蔡博丞 臺南市立大成國小 00:06.864 第七名 

 潘易呈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00:06.867 第八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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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謙靜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00:06.876 第一名 

 陳牧音 嘉義市立大同國小 00:06.962 第二名 

 廖珈禾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小 00:06.970 第三名 

 胡恩又 臺南市立茄拔國小 00:06.981 第四名 

 吳羿萱 屏東縣立民生國小 00:07.224 第五名 

 馬善萱 臺東縣立公館國小 00:07.739 第六名 

 侯睿肜 臺南市立小新國小 00:07.832 第七名 

 陳浥綾 雲林縣立雲林國小 00:08.174 第八名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陳晞 澎湖縣立文光國小 00:05.863 第一名 

 李書岳 臺中市立東勢國小 00:06.167 第二名 

 林晉羽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6.218 第三名 

 趙子維 新竹縣立博愛國小 00:06.267 第四名 

 詹柏恩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6.458 第五名 

 張維翃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6.687 第六名 

 施圳閎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6.737 第七名 

 莊睿哲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6.750 第八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風承希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00:06.138 第一名 

 黃怡婕 花蓮縣立明廉國小 00:06.505 第二名 

 洪苡瑄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6.643 第三名 

 林嫈婍 臺南市立茄拔國小 00:06.760 第四名 

 鍾雨真 嘉義市立志航國小 00:07.126 第五名 

 鄭旻霏 高雄市立翠屏國小 00:07.489 第六名 

 陳炫臻 嘉義市立民族國小 00:07.743 第七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劉宇恩 臺中市立東新國小 00:05.751 第一名 

 詹喆豪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5.956 第二名 

 楊承叡 桃園市立中山國小 00:05.976 第三名 

 張立穎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00:06.118 第四名 

 董佑騏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6.482 第五名 

 江宇喆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6.622 第六名 

 柯煥睿 臺中市立建功國小 00:08.273 第七名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張芫倢 桃園市立四維國小 00:06.100 第一名 

 鄭可勤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0:06.410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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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紫菱 臺南市立永康國小 00:06.430 第三名 

 林靜 嘉義市立博愛國小 00:06.515 第四名 

 吳晨瑜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6.542 第五名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蔡瑞峯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5.876 第一名 

 張源哲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6.352 第二名 

 侯睿哲 臺南市立小新國小 00:06.401 第三名 

 陳威辰 臺北市立西松國小 00:06.975 第四名 

 陳品序 桃園市立東安國小 00:07.128 第五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王語安 澎湖縣立石泉國小 00:06.024 第一名 

 林郁庭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6.368 第二名 

 董佑欣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6.476 第三名 

 朱云湘 桃園市立雙龍國小 00:07.264 第四名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劉恩加 澎湖縣立文澳國小 00:05.635 第一名 

 陳炫燁 嘉義市立民族國小 00:06.995 第二名 

 黃勁豪 雲林縣立安慶國小 00:07.420 第三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陳玟瑄 臺北市立成德國小 00:06.113 第一名 

 金晞媛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6.430 第二名 

 蔣羽喬 臺南市立德高國小 00:06.882 第三名 

 蔣羽涵 臺南市立德高國小 00:07.263 第四名 

 林沂可 臺中市立富春國小 00:07.995 第五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蔡有倫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00:05.412 第一名 

 朱軒廷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中附設國中部 00:05.742 第二名 

 王郁翔 臺中市立東華國中 00:06.759 第三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雙足S形 

 周芯霓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00:05.487 第一名 

 黃宥菁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00:07.118 第二名 

 幼童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陳羿均 彰化縣幼兒園 00:07.583 第一名 

 幼童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羅玉瑽 臺南市私立東東幼兒園 00:09.998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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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李彥毅 新竹市立關埔國小 00:06.582 第一名 

 李秉樺 臺中市立東平國小 00:07.705 第二名 

 栢昱安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9.988 第三名 

 莊子毅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10.025 第四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江宛霖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00:08.433 第一名 

 陳言欣 新北市立麗林國小 00:08.944 第二名 

 林旆帆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9.021 第三名 

 戴資芸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9.056 第四名 

 洪毓昕 嘉義市立興嘉國小 00:09.169 第五名 

 楊舒卉 彰化縣立湖西國小 00:09.672 第六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詹碩恩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8.129 第一名 

 張桀睿 桃園市立埔心國小 00:08.208 第二名 

 栢堉瑋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8.611 第三名 

 邱靖翰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8.762 第四名 

 陳謙睿 臺南市立大成國小 00:09.155 第五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廖珈禾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小 00:08.066 第一名 

 卓謙靜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00:08.291 第二名 

 吳羿萱 屏東縣立民生國小 00:10.600 第三名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林晉羽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6.697 第一名 

 莊睿哲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6.961 第二名 

 趙子維 新竹縣立博愛國小 00:07.613 第三名 

 張維翃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8.489 第四名 

 潘瑋辰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8.972 第五名 

 柯向杰 臺中市立建功國小 00:10.848 第六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洪苡瑄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6.425 第一名 

 黃怡婕 花蓮縣立明廉國小 00:09.687 第二名 

 林嫈婍 臺南市立茄拔國小 00:10.257 第三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江宇喆 桃園市立青埔國小 00:07.178 第一名 

10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張芫倢 桃園市立四維國小 00:07.632 第一名 

 吳晨瑜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8.052 第二名 

 林靜 嘉義市立博愛國小 00:09.709 第三名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蔡瑞峯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6.108 第一名 

 侯睿哲 臺南市立小新國小 00:06.591 第二名 

 陳威辰 臺北市立西松國小 00:07.937 第三名 

 陳品序 桃園市立東安國小 00:08.913 第四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林郁庭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8.270 第一名 

 朱云湘 桃園市立雙龍國小 00:10.031 第二名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劉恩加 澎湖縣立文澳國小 00:07.146 第一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陳玟瑄 臺北市立成德國小 00:06.602 第一名 

 蔣羽涵 臺南市立德高國小 00:10.241 第二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朱軒廷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中附設國中部 00:07.398 第一名 

 王郁翔 臺中市立東華國中 00:08.490 第二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乙組-前溜單足S形 

 周芯霓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00:07.222 第一名 

 幼童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翁子帷 臺南市私立灣裡街幼兒園 00:06.904 第一名 

 張育瑄 花蓮縣私立丫丫幼兒園 00:07.710 第二名 

 幼童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曾柏達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小附設幼兒園 00:06.860 第一名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黃靖倫 新北市立雙峰國小 00:06.481 第一名 

 陳亦凡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 00:06.562 第二名 

 李萬宇 臺東縣立康樂國小 00:07.191 第三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張絜茵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6.414 第一名 

 黃昕柔 臺南市立大港國小 00:06.525 第二名 

 林夏天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6.664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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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宇納 臺北市立陽明山國小 00:06.831 第四名 

 趙珮萓 臺東縣立公館國小 00:06.866 第五名 

 陳映頡 高雄市立南成國小 00:08.141 第六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黃御宸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5.577 第一名 

 林柏宇 屏東縣立榮華國小 00:05.841 第二名 

 陳彥維 臺中市立中坑國小 00:05.994 第三名 

 郭晉鳴 嘉義市立志航國小 00:06.299 第四名 

 林宗諭 臺東縣立康樂國小 00:06.367 第五名 

 張維澍 彰化縣立忠孝國小 00:06.433 第六名 

 陳品言 臺東縣立公館國小 00:06.483 第七名 

 林侑辰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06.625 第八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黃子瑜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5.883 第一名 

 陳亦萱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 00:06.194 第二名 

 陳品心 嘉義市立志航國小 00:06.368 第三名 

 吳芊葵 桃園市立元生國小 00:06.397 第四名 

 楊莫妍 彰化縣立溪湖國小 00:06.542 第五名 

 鄭諺瞳 雲林縣立文安國小 00:07.089 第六名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李畇霆 臺中市立東平國小 00:05.305 第一名 

 黃晨喆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401 第二名 

 李彥霖 新竹市立關埔國小 00:05.427 第三名 

 陳昀星 新北市立成功國小 00:05.664 第四名 

 洪晨碩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5.666 第五名 

 李祐誠 臺南市立大成國小 00:05.728 第六名 

 陳宇澤 屏東縣立北葉國小 00:05.852 第七名 

 吳翊誠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6.176 第八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廖彗雅 臺北市立濱江國小 00:05.340 第一名 

 許祐瑄 臺北市立民生國小 00:05.366 第二名 

 陳映彤 臺北市立新湖國小 00:05.778 第三名 

 林琬純 花蓮縣立中城國小 00:06.004 第四名 

 黃湘婷 彰化縣立線西國小 00:06.088 第五名 

 翁安智 臺南市立茄拔國小 00:06.093 第六名 

 黃珮瑜 桃園市立中山國小 00:06.144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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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侑靚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06.235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黃御暟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5.288 第一名 

 廖品硯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小 00:05.362 第二名 

 林侑廷 屏東縣立榮華國小 00:05.499 第三名 

 吳浥弘 桃園市立元生國小 00:05.582 第四名 

 吳翌睿 基隆市立深美國小 00:05.595 第五名 

 張淳鈞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5.604 第六名 

 歐騏寧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5.673 第七名 

 張柏遠 彰化縣立忠孝國小 00:05.828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王之希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0:05.501 第一名 

 蕭毓蓁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5.542 第二名 

 陳菀畇 花蓮縣立忠孝國小 00:05.680 第三名 

 范嘉芯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5.821 第四名 

 賴昭縈 桃園市立中山國小 00:05.925 第五名 

 戴滋彤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6.094 第六名 

 周子涵 屏東縣立東寧國小 00:07.154 第七名 

 莊瑄霈 臺南市立小新國小 00:07.186 第八名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石尚恩 澎湖縣立石泉國小 00:05.238 第一名 

 張睿翃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5.582 第二名 

 廖德越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5.653 第三名 

 陳竤至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5.695 第四名 

 謝囷男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5.800 第五名 

 徐勝澤 苗栗縣立內灣國小 00:05.829 第六名 

 洪鈺喆 嘉義市立興嘉國小 00:05.998 第七名 

 吳俊廷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6.253 第八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林夏凡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5.789 第一名 

 鄭涵真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6.055 第二名 

 黃宇蕎 臺南市立大港國小 00:06.204 第三名 

 余佳恩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6.313 第四名 

 廖恩靖 嘉義市立文雅國小 00:06.395 第五名 

 吳姿妤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6.438 第六名 

 詹宜婕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6.553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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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陳昱仁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5.267 第一名 

 尤澄楓 雲林縣立虎尾國小 00:05.276 第二名 

 張源霖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5.694 第三名 

 劉上瑋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00:05.794 第四名 

 顏喬晧 新竹縣立博愛國小 00:05.968 第五名 

 潘宥霆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6.021 第六名 

 管泊藝 臺中市立東新國小 00:06.031 第七名 

 陳奕呈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6.083 第八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莊翔嵐 嘉義縣立達邦國小 00:05.388 第一名 

 李恩琦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00:05.403 第二名 

 黃姝瑜 桃園市立中山國小 00:05.710 第三名 

 張巧蓉 苗栗縣立啟文國小 00:05.863 第四名 

 范嘉妤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5.866 第五名 

 楊沛穎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5.918 第六名 

 王翊庭 嘉義市立文雅國小 00:06.151 第七名 

 洪翊瑄 苗栗縣立啟文國小 00:06.243 第八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林禹齊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中附設國中 00:04.785 第一名 

 唐臻浩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中附設國中 00:05.065 第二名 

 汪展億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00:05.168 第三名 

 邱仲宇 臺中市立石岡國中 00:05.310 第四名 

 王安 臺東縣立寶桑國中 00:05.397 第五名 

 劉恩新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00:05.819 第六名 

 周祐陞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00:06.243 第七名 

 杜育銓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00:07.302 第八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翁彩宸 桃園市振聲高中附設國中 00:05.832 第一名 

 廖姿雅 臺中市立豐東國中 00:08.169 第二名 

 高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江浩霆 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00:05.501 第一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雙足S形 

 周敬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00:04.817 第一名 

 幼童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翁子帷 臺南市私立灣裡街幼兒園 00:07.497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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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楊炘達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6.134 第一名 

 陳亦凡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 00:07.395 第二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張絜茵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7.389 第一名 

 張宇納 臺北市立陽明山國小 00:09.030 第二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蕭子宸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00:06.129 第一名 

 黃御宸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6.397 第二名 

 林宗諭 臺東縣立康樂國小 00:06.650 第三名 

 陳彥維 臺中市立中坑國小 00:07.593 第四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陳亦萱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 00:06.933 第一名 

 黃子瑜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7.838 第二名 

 楊莫妍 彰化縣立溪湖國小 00:08.044 第三名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李彥霖 新竹市立關埔國小 00:05.470 第一名 

 黃晨喆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475 第二名 

 羅宬勛 新竹市立建功國小 00:05.552 第三名 

 李畇霆 臺中市立東平國小 00:05.624 第四名 

 陳昀星 新北市立成功國小 00:05.825 第五名 

 洪晨碩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5.893 第六名 

 李祐誠 臺南市立大成國小 00:06.333 第七名 

 余佳軒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8.074 第八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許祐瑄 臺北市立民生國小 00:05.519 第一名 

 廖彗雅 臺北市立濱江國小 00:05.776 第二名 

 黃珮瑜 桃園市立中山國小 00:06.660 第三名 

 李雨恩 臺東縣立康樂國小 00:06.730 第四名 

 翁安智 臺南市立茄拔國小 00:06.890 第五名 

 陳映彤 臺北市立新湖國小 00:07.087 第六名 

 洪洧淯 臺東縣立公館國小 00:07.211 第七名 

 林琬純 花蓮縣立中城國小 00:07.245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廖品硯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小 00:05.501 第一名 

 沈杰 臺東縣立豐榮國小 00:05.625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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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御暟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6.161 第三名 

 歐騏寧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6.449 第四名 

 林侑廷 屏東縣立榮華國小 00:06.517 第五名 

 張柏遠 彰化縣立忠孝國小 00:06.604 第六名 

 林侑霖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07.904 第七名 

 吳翌豪 基隆市立深美國小 00:08.063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蕭毓蓁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5.545 第一名 

 陳菀畇 花蓮縣立忠孝國小 00:06.020 第二名 

 王之希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0:06.035 第三名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石尚恩 澎湖縣立石泉國小 00:05.522 第一名 

 廖德越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5.809 第二名 

 洪鈺喆 嘉義市立興嘉國小 00:06.273 第三名 

 吳俊廷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7.158 第四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林夏凡 臺北市立力行國小 00:06.183 第一名 

 陳歆平 高雄市立南成國小 00:07.397 第二名 

 余佳恩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7.805 第三名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劉上瑋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00:05.465 第一名 

 尤澄楓 雲林縣立虎尾國小 00:05.484 第二名 

 管泊藝 臺中市立東新國小 00:05.757 第三名 

 陳昱仁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00:05.861 第四名 

 潘宥霆 花蓮縣立富里國小 00:06.362 第五名 

 陳奕呈 臺中市立新平國小 00:06.631 第六名 

 顏喬晧 新竹縣立博愛國小 00:07.018 第七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李恩琦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00:05.484 第一名 

 范嘉妤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6.432 第二名 

 鄭可筠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0:06.709 第三名 

 洪翊瑄 苗栗縣立啟文國小 00:06.753 第四名 

 楊沛穎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7.274 第五名 

 林梓萱 高雄市立路竹國小 00:07.616 第六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唐臻浩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中附設國中 00:04.803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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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禹齊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中附設國中 00:05.171 第二名 

 邱仲宇 臺中市立石岡國中 00:05.464 第三名 

 王安 臺東縣立寶桑國中 00:05.659 第四名 

 劉恩新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00:05.914 第五名 

 周祐陞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00:08.873 第六名 

 杜育銓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00:09.602 第七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翁彩宸 桃園市振聲高中附設國中 00:06.165 第一名 

 高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江浩霆 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00:05.937 第一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速度過樁甲組-前溜單足S形 

 周敬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00:06.041 第一名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黃品文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0:05.638 第一名 

 陳寬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00:06.673 第二名 

 陳榆皓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小 00:06.752 第三名 

 田宸祐 臺南市立立人國小 00:06.917 第四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江柔瑾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00:05.942 第一名 

 沈昕辰 新北市立中信國小 00:06.139 第二名 

 黃湘晴 彰化縣立線西國小 00:06.364 第三名 

 詹庭蓁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6.860 第四名 

 許安晴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6.905 第五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曾昭斌 臺北市立國語實小 00:05.435 第一名 

 陳羿嘉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572 第二名 

 陳宥忻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小 00:06.077 第三名 

 黃士宸 臺南市立崑山國小 00:06.136 第四名 

 黃楷翔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00:06.151 第五名 

 王鉉棠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00:06.388 第六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許妡悅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6.248 第一名 

 詹淳瑜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6.386 第二名 

 廖聿杉 臺北市立石牌國小 00:07.191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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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楊翼愷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5.041 第一名 

 林柏諺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149 第二名 

 周書霆 花蓮縣立明廉國小 00:05.286 第三名 

 蔡典邑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5.561 第四名 

 陳軒威 花蓮縣立中華國小 00:05.757 第五名 

 蕭佑庭 嘉義市立嘉北國小 00:05.818 第六名 

 廖信華 臺南市立大光國小 00:05.868 第七名 

 王子濬 臺南市立勝利國小 00:05.909 第八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邱妤玹 臺北市立東新國小 00:05.304 第一名 

 黃品言 臺北市立敦化國小 00:05.370 第二名 

 蔡予婕 桃園市立石門國小 00:05.382 第三名 

 陳沛鈺 臺中市立大雅國小 00:05.728 第四名 

 吳孟萱 臺南市立大橋國小 00:05.817 第五名 

 戴采緹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0:05.885 第六名 

 謝晴羽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5.896 第七名 

 陳星彤 彰化縣立平和國小 00:06.015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徐立恩 桃園市立新埔國小 00:05.221 第一名 

 吳品叡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311 第二名 

 黃競加 臺南市立永康國小 00:05.331 第三名 

 謝睿哲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5.364 第四名 

 徐承頡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5.417 第五名 

 張傅閔 桃園市立大勇國小 00:05.425 第六名 

 林翔宇 臺南市立永信國小 00:05.493 第七名 

 陳品旭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00:05.636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陳貝瑄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5.212 第一名 

 李昕澄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5.450 第二名 

 丁語葳 新北市立永平國小 00:05.552 第三名 

 方敏禎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0:05.707 第四名 

 尤芊淳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797 第五名 

 王綺萱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5.831 第六名 

 陳妤婕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834 第七名 

 張玲嫣 臺中市立東勢國小 00:05.914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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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楊皓宇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5.082 第一名 

 林哲睿 彰化縣立萬來國小 00:05.147 第二名 

 林晨諺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5.165 第三名 

 康鈞愷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332 第四名 

 李軍宇 苗栗縣立文山國小 00:05.456 第五名 

 陳駿恩 臺中市立大雅國小 00:05.566 第六名 

 莊乾源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5.754 第七名 

 聶楓 新北市立南勢國小 00:05.767 第八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林祉彤 臺北市立成德國小 00:05.057 第一名 

 王翊宸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294 第二名 

 劉采沛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0:05.468 第三名 

 宋唯甄 苗栗縣立建中國小 00:05.492 第四名 

 唐臻鈺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00:05.861 第五名 

 葉咏榛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0:06.128 第六名 

 曹心瑀 新北市立昌福國小 00:06.684 第七名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徐亞佑 花蓮縣立復興國小 00:04.834 第一名 

 黃秉浩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00:04.898 第二名 

 黃羿炘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4.915 第三名 

 黃翊倢 臺南市立崑山國小 00:04.941 第四名 

 鄭秉迅 彰化縣立萬來國小 00:05.034 第五名 

 李忻翰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5.109 第六名 

 林鵬宇 臺南市立永信國小 00:05.125 第七名 

 洪嘉佑 新北市立南勢國小 00:05.145 第八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逄晴安 新北市立清水國小 00:04.958 第一名 

 陳牧云 桃園市立建國國小 00:05.082 第二名 

 張品倢 屏東縣立長興國小 00:05.115 第三名 

 林亭汝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119 第四名 

 陳橋朠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287 第五名 

 涂芸婕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5.338 第六名 

 張雅涵 新北市立大觀國小 00:05.339 第七名 

 蔡蕙玲 花蓮縣立明禮國小 00:05.368 第八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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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品睿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00:04.395 第一名 

 莊子碩 屏東縣立內埔國中 00:04.453 第二名 

 黃秉鈞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00:04.523 第三名 

 鄭歆弘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00:04.601 第四名 

 曾軍賀 花蓮縣立宜昌國中 00:04.626 第五名 

 林靖宸 新竹縣立博愛國中 00:04.655 第六名 

 陳宥任 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00:04.715 第七名 

 周彧滔 臺中市立石岡國中 00:04.725 第八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江艾琳 嘉義市立嘉義國中 00:04.866 第一名 

 陳姿妤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00:04.913 第二名 

 詹淑玟 新竹縣立博愛國中 00:04.928 第三名 

 張芃竹 苗栗縣立頭屋國中 00:04.933 第四名 

 黃詩庭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00:04.980 第五名 

 郭昱均 臺中市立石岡國中 00:04.993 第六名 

 龎式晴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附設國中 00:05.053 第七名 

 黃絜俞 桃園市立龍潭國中 00:05.223 第八名 

 蘇若云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00:05.223 第八名 

 高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陳廷翊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00:04.396 第一名 

 盧右晨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 00:04.426 第二名 

 呂晨揚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00:04.558 第三名 

 陳政宇 國立臺東高中 00:04.633 第四名 

 王瑞琮 文藻外語大學 00:04.706 第五名 

 楊凱崴 國立花蓮高中 00:04.726 第六名 

 徐翊堃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00:04.740 第七名 

 王宸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 00:04.759 第八名 

 學校 

 高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江芮琳 國立嘉義高商 00:04.782 第一名 

 林紜妘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00:04.823 第二名 

 王佑瑜 國立嘉義高商 00:05.060 第三名 

 徐嘉欣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 00:05.204 第四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鄭宇翔 國立體育大學 00:04.258 第一名 

 任彣評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4.309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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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曾智 國立體育大學 00:04.371 第三名 

 呂尚豐 景文科技大學 00:04.539 第四名 

 陳昀聖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附進修專校 00:04.748 第五名 

 楊翔宇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 00:05.201 第六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溜雙足S形 

 呂采榛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4.980 第一名 

 鄭宇廷 中國文化大學 00:05.483 第二名 

 國小一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黃品文 臺北市立健康國小 00:06.170 第一名 

 吳佳軒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小 00:07.412 第二名 

 國小一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許安晴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6.778 第一名 

 沈昕辰 新北市立中信國小 00:06.788 第二名 

 黃湘晴 彰化縣立線西國小 00:06.922 第三名 

 吳姿樂 高雄市立正興國小  00:07.096 第四名 

 詹庭蓁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7.641 第五名 

 國小二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陳羿嘉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694 第一名 

 王鉉棠 彰化縣立民生國小 00:05.929 第二名 

 王楷恩 臺北市立麗山國小 00:05.932 第三名 

 陳杉綸 臺北市立景興國小 00:06.157 第四名 

 曾昭斌 臺北市立國語實小 00:06.373 第五名 

 黃士宸 臺南市立崑山國小 00:06.902 第六名 

 國小二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許妡悅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6.677 第一名 

 國小三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林思翰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00:04.948 第一名 

 林柏諺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052 第二名 

 周書霆 花蓮縣立明廉國小 00:05.553 第三名 

 蔡典邑 彰化縣立中山國小 00:05.575 第四名 

 陳軒威 花蓮縣立中華國小 00:05.748 第五名 

 江彥佐 新北市立麗園國小 00:06.323 第六名 

 蕭佑庭 嘉義市立嘉北國小 00:06.517 第七名 

 國小三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陳沛鈺 臺中市立大雅國小 00:05.141 第一名 

 黃品言 臺北市立敦化國小 00:05.197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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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妤玹 臺北市立東新國小 00:05.204 第三名 

 蔡予婕 桃園市立石門國小 00:05.762 第四名 

 陳星彤 彰化縣立平和國小 00:05.891 第五名 

 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徐承頡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5.069 第一名 

 殷群富 臺北市立東新國小 00:05.084 第二名 

 邱宸奕 臺北市立胡適國小 00:05.087 第三名 

 吳品叡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189 第四名 

 吳政陽 桃園市立蘆竹國小 00:05.216 第五名 

 謝睿哲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00:05.259 第六名 

 陳品旭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00:05.507 第七名 

 張崢 臺南市立復興國小 00:05.878 第八名 

 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方敏禎 新北市立林口國小 00:05.330 第一名 

 徐芯晨 苗栗縣立僑育國小 00:05.335 第二名 

 陳妤婕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470 第三名 

 李昕澄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5.471 第四名 

 陳貝瑄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00:05.558 第五名 

 謝侑芯 彰化縣立東芳國小 00:05.729 第六名 

 傅翊瑄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5.822 第七名 

 尤芊淳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952 第八名 

 國小五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林哲睿 彰化縣立萬來國小 00:04.689 第一名 

 詹秉軒 新竹縣立博愛國小 00:04.866 第二名 

 陳牧言 桃園市立建國國小 00:04.869 第三名 

 林晨諺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4.879 第四名 

 楊皓宇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4.935 第五名 

 莊乾源 臺中市立中山國小 00:05.484 第六名 

 黃靖崴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5.516 第七名 

 康鈞愷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5.516 第八名 

 國小五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林祉彤 臺北市立成德國小 00:05.083 第一名 

 劉采沛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00:05.151 第二名 

 王翊宸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429 第三名 

 宋唯甄 苗栗縣立建中國小 00:05.685 第四名 

 唐臻鈺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00:05.711 第五名 

22



 葉咏榛 桃園市立建德國小 00:06.111 第六名 

 林芝羽 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00:06.623 第七名 

 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徐亞佑 花蓮縣立復興國小 00:04.704 第一名 

 黃秉浩 花蓮縣立北昌國小 00:04.728 第二名 

 黃羿炘 彰化縣立泰和國小 00:04.814 第三名 

 鄭秉迅 彰化縣立萬來國小 00:04.915 第四名 

 謝沁霖 花蓮縣立中正國小 00:04.976 第五名 

 李忻翰 桃園市立八德國小 00:04.998 第六名 

 黃翊倢 臺南市立崑山國小 00:05.006 第七名 

 蕭紹凱 嘉義市立嘉北國小 00:05.041 第八名 

 國小六年級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林亭汝 臺北市立興雅國小 00:04.865 第一名 

 逄晴安 新北市立清水國小 00:04.914 第二名 

 黃筱淇 嘉義市立大同國小 00:05.137 第三名 

 陳牧云 桃園市立建國國小 00:05.338 第四名 

 陳橋朠 彰化縣立大成國小 00:05.340 第五名 

 涂芸婕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00:05.360 第六名 

 劉又緁 嘉義市立崇文國小 00:05.472 第七名 

 陳盈竹 臺南市立安平國小 00:05.919 第八名 

 國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王宥鈞 嘉義市立南興國中 00:04.060 第一名 

 郭加恩 臺東縣立新生國中 00:04.373 第二名 

 黃品睿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00:04.564 第三名 

 蘇祐生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中附設國中 00:04.505 第四名 

 徐健恩 苗栗縣立苗栗國中 00:04.438 第五名 

 林靖宸 新竹縣立博愛國中 00:04.490 第六名 

 方俞淵 臺中市立福科國中 00:04.573 第七名 

 鄭歆弘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00:04.580 第八名 

 國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江艾琳 嘉義市立嘉義國中 00:04.700 第一名 

 詹淑玟 新竹縣立博愛國中 00:04.669 第二名 

 林岑霈 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00:04.764 第三名 

 陳欣彤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00:04.871 第四名 

 陳姿妤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00:04.782 第五名 

 蕭翊淳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00:04.876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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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詩庭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00:05.023 第七名 

 郭昱均 臺中市立石岡國中 00:05.043 第八名 

 高中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盧右晨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 00:04.522 第一名 

 楊凱崴 國立花蓮高中 00:04.243 第二名 

 陳廷翊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00:04.288 第三名 

 王豈華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中 00:04.558 第四名 

 林彥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 00:04.638 第五名 

 王宸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00:04.647 第六名 

 黃緯華 國立嘉義高工 00:04.685 第七名 

 蕭常緯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00:04.804 第八名 

 高中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劉巧兮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00:04.342 第一名 

 丁于恩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00:04.362 第二名 

 江芮琳 國立嘉義高商 00:04.917 第三名 

 徐嘉欣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 00:04.939 第四名 

 丁盺羽 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 00:05.215 第五名 

 柯昕妤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00:05.414 第六名 

 大專社會男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任彣評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4.288 第一名 

 鄭宇翔 國立體育大學 00:04.131 第二名 

 楊曾智 國立體育大學 00:04.223 第三名 

 鄭睿綸 嘉義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4.377 第四名 

 吳東諺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00:04.459 第五名 

 呂尚豐 景文科技大學 00:04.878 第六名 

 陳昀聖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附進修專校 00:05.214 第七名 

 大專社會女子組 － 速度過樁選手菁英-前進單足S形 

 陳貝怡 嘉義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4.683 第一名 

 鄭宇廷 中國文化大學 00:04.730 第二名 

 呂采榛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00:05.361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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