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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滑冰新人組： 

No. 單位 級別 選手 教練 級別 

1.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

級中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男子組 盧奕安 陸仕豪 基礎四級

2.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

級中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男子組 盧奕全 陸仕豪 基礎四級

3. N/A 幼童女子組 潘紷嫙 陳國志 
陸仕豪 基礎五級

4. 
復興小學 

附設幼稚園 
幼童女子組 王珮瑩 蔡欣蕙 基礎五級

5.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

級中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吳芷寧 陸仕豪 基礎五級

6.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

級中學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李湟堃 陸仕豪 基礎五級

7. 
台北市實踐大學 

附設幼稚園 
幼童女子組 劉佩沂 張辰 基礎八級

8. 台北市敦化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許愷芯 郝懿叔 基礎八級

9. 台北市歐洲學校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林庭妤 郝懿叔 基礎八級

10. 台北市舊莊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男子組 呂孟軒 郝懿叔 基礎八級

 花式滑冰選手組： 

No. 單位 級別 選手 教練 級別 

11. 台北市私立靜心小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梁芝愷 林庭榛 花式一級

12. 台北市私立靜心小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謝宇蓁 李思佳 花式一級

13. 台北縣私立復興小學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許瑜娟 呂令儀 花式一級

14. 台北市博愛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呂芷婷 陳國文 花式一級

15. 
政治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邱尚潔 郝懿叔  花式一級

16. 台北市伯大尼美僑學校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高笙茜 蔡欣蕙 花式一級

17. 台北美國學校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馬歆翔 蔡欣蕙  花式一級

18. 台北市私立靜心小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邵孝忻 蔡欣蕙 花式二級

19. 桃園縣市西門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張芷熏 郝懿叔 花式二級

20. 台北美國學校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蘇庭嶸 Andrew 
Lee 花式二級

21. 台北市敦化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章  靖 郭慶豐  花式二級

22. 台北縣康橋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徐霈珆 李思佳 花式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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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桃園縣文化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王博脩 陸仕豪 花式二級

24. 台北市仁愛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男子組 王睿皜 Andrew 
Lee 花式二級

25. 私立衛理女子高級中學 國中女子組 徐唯瑄 林庭榛 花式二級

26. 私立衛理女子高級中學 國中女子組 郭榕庭 郝懿叔 花式二級

27. 台北市光仁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林語薰 郝懿叔 花式三級

28. 台北市私立薇格小學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李明穎 蔡欣蕙 
陸仕豪  花式三級

29. 台北市立三玉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王丹妤 蔡欣蕙 花式三級

30. 桃園同德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歐庭妤 呂令儀 花式三級

31. 台北市立敦化國中 國中女子組 陳予芙 Andrew 
Lee  花式三級

32. 台北市立大安國中 國中女子組 高于絜 林庭榛  花式三級

33. 台北市立龍門國中 國中女子組 林思妤 林庭榛  花式三級

34. 
台北縣立海山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呂沛霓 陳國文 花式三級

35. 桃園縣平鎮國中 國中男子組 王博謙 陸仕豪  花式三級

36. 台北市民生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盧芸屏 郭慶豐  花式四級

37. 台北市仁愛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方若薇 陳瑞德  花式四級

38. 台北市大理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謝昀庭 郭慶豐  花式四級

39. 伯大尼美國學校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趙婕翎 郭慶豐 花式四級

40. 台北市福星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范  怡 Andrew 
Lee 花式四級

41. 台北市西松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林思妤 陳國文 花式四級

42. 台北市民權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龍湛元 陳國文 花式四級

43. 台北市文山區萬興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王苡瑄 吳柏勳  花式四級

44. 台北市志清國民小學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張子敬 郭慶豐  花式四級

45. 台北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邱映初 郭慶豐 花式四級

46.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歐陽妮妮  陸仕豪 花式四級

47. 台北美國學校  國中女子組 陳  芃 陸仕豪 花式四級

48. 台北市私立靜修女中 國中女子組 黃莉瑋 林庭榛  花式四級

49. 台北市濱江國中 國中女子組 程  昕 丁肇鵬 
陸仕豪 花式四級

50. 台北市立瑠公國中 國中女子組 沈幃珊 陳國文  花式四級

51. 台北市濱江國小 國小一至二年級女子組 李惟芹 郭慶豐  花式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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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台北市大理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陳美萱 郭慶豐 花式五級

53. 台北市胡適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沈綸恩 陸仕豪 花式五級

54. 台北縣汐止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男子組 張紹恒 陳瑞德  花式五級

55. 台北市立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龍威羽 陳國文 花式五級

56. 
台北縣立海山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呂采霓 陳國文 花式五級

57. 台北市東門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女子組 蔡宜庭 丁肇鵬 花式六級

58. 台北縣汐止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鄭宇哲 蔡欣蕙 花式六級

59. 台北市民生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楊承翔 郭慶豐  花式六級

60. 台北市金華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謝展昀 施文倡 花式六級

61. 台北市南湖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林品潔 陳國文 花式六級

62. 
台北市立大直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黃芷若 陸仕豪 花式六級

     備註: 領隊: 黃文振  管理: 許珍瑜 

63. 台北縣立福和國中 國中女子組 黃敬淇 郝懿叔  花式六級

64. 
台北市中倫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黃  舲 陳國文 花式六級

65. 台北市和平高中 高中女子組 陳羿璇 Andrew 
Lee 花式六級

66. 台北市敦化國小 國小三至四年級男子組 黃興佑 郭慶豐  花式七級

67. 台北市民權國小 國小五至六年級女子組 蔣佳容 郭慶豐  花式七級

68.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附設國中部 
國中女子組 周芮亘 郭慶豐 花式八級

69. 台北市內湖高中 高中女子組 王玠荏 陳國文 花式八級

70. 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大專、社會女子組 李思佳 Andrew 
Lee 花式八級

 ISU 選手公開組： 

No. 單位 級別 選手 教練 級別 

71. 台北縣崇德國小  國小一至六年級女子組 連怡禎 陸仕豪 Novice 

 72. 台北市明湖國小 國小一至六年級男子組 嚴家緯 陸仕豪 Novice 

73. 昆明滇池實驗中學  國中女子組 石兆恩 吳銘益 Novice 

 74. 
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USA 
國中女子組 周詩涵 Roland 

Burghant Novice 

 75. 台北市立敦化國中 國中女子組 鄭羽妘 蔡欣蕙  N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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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USA 
國中女子組 周思宇 Roland 

Burghart Novice 

 77. 台北市立萬華國中 國中女子組 林立雪 施文倡 Novice 

 78. 台北縣秀峰國中 國中男子組 謝睿紳 丁肇鵬 
吳銘益 Novice 

 79. 台北市立金華國中 國中男子組 李孟儒 施文倡 Novice 

 80.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國中部) 
國中男子組 高永驥 陸仕豪 Novice 

 81.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國中部) 
國中男子組 曹志禕 丁肇鵬 

吳銘益  Novice 

 82. 台北市敦化國中  國中男子組 黃佑誠 陳國文  Novice 

 83.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高中女子組 蘇軒萱 鄭焜杰 Junior 

84. 
Bridgewater Raritan 

High School 
高中女子組 謝家榛 

Kelvy Riley 
編舞:  

R. Wagner  
& 

David Liu 

Junior 

 85. 
Thomas Worthington High 

School Columbus, OHIO 
高中女子組 吳亦涵 Glyn Watts Junior 

 86. 
Thomas Worthington High 

School Columbus, OHIO 
高中女子組 吳亦濡 Glyn Watts Junior 

 87. 台中縣私立明道高中 高中女子組 許安霓 丁肇鵬 
吳銘益  Junior 

 88. 台北市立中正高中 高中女子組 王郁婷 丁肇鵬 
吳銘益  Junior 

 89.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

級中學 
高中女子組 呂佩璇 陳國文  Junior 

 90. 台北市和平高中  高中男子組 林詠越 陳國文  Junior 

91. Pearl River High School 高中女子組 林俐君 
D. Davis 

R. Wagner 
K. Ina 

Senior 

 92.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高中男子組 陳瑞旭 陸仕豪  Senior 

 93. 台北市立體育院  大專、社會男子組 施文倡 佐藤信夫  Senior 

 94. 中華科技大學  大專、社會男子組 田宏文 趙   穎  Senior 

 95. Rutgers University 大專、社會男子組 郭立中 Roman Serov Sen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