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臺北市中正盃扯鈴比賽賽程表（地點：弘道國中）
時間

項目

參加單位或人員

乙類國小團體賽
(20 隊)

(1)建安國小
(2)博愛國小
(3)清江國小
(4)百齡國小
(5)金華國小
(6)華江國小
(7)桃源國小
(8)大安國小
(9)立農國小
(10)私立薇閣小學
(11)麗湖國小
(12)新和國小
(13)私立光仁小學
(14)新湖國小
(15)私立靜心小學
(16)私立復興國小
(17)東新國小
(18)士東國小
(19)雙園國小
(20)吳興國小

0800-0840

乙類國中團體賽
(5 隊)

(1)桃源國中
(2)實踐國中
(3)大理高中
(4)大安國中
(5)內湖國中

乙類公開團體賽
(1 隊)

(1)私立東山中學

0850-0920

開

幕

典

禮

場地 1

場地 2

國小男生組團體賽【5 隊】

國小女生組團體賽【7 隊】

(1)吳興國小
(2)私立薇閣小學
(3)麗湖國小

(1)私立薇閣小學
(2)麗湖國小
(3)吳興國小

0920-1020 (4)大安國小
(5)私立靜心小學
(1)華江高中

(4)士東國小
(5)大安國小
(6)三興國小
(7)明道國小

(2)內湖高中

國中男生組團體賽【1 隊】

公開男子組團體賽【2 隊】

(1)私立靜心國中
1

時間

場地 b1

場地 b2

國小男生組個人賽【11 人】

(1)蘇宣睿【麗湖】
(2)吳家濬【靜心】
(3)傅 晨【清江】
(4)黃羿綸【吳興】
(5)邱柏銓【大安】
(6)麻玄叡【立農】
(7)翁子承【三興】
(8)陳以諾【泉源】
(9)李潔恩【金華】
(10)蔡季廷【薇閣】
(11)黃昱翔【私立復興國小】
國中男生組個人賽【14 人】

(1)梁詔齊【濱江】
(2)張紘綸【弘道】
(3)陳 群【靜心】
(4)潘永鑫【木柵】
(5)曾承允【芳和】
(6)王楚桓【弘道】
(7)高翊恩【芳和】
(8)吳宜謙【靜心】
1030- (9)連家駿【中正】
1400 (10)劉子靖【石牌】
(11)鍾宏德【蘭雅】
(12)范昀圻【信義】
(13)鄭豪傑【木柵】
(14)陳泓墿【興雅】
公開女子組個人賽【6 人】

(1)宋婷【戲曲學院】
(2)黃慧賢【CAPT】
(3)呂佩殷【CAPT】
(4)趙苡廷【華江】
(5)林珉安【北一女】
(6)林芊彤【明倫】
教師男子組個人賽【1 人】

(1)沈聰智【三興】
公開男子組雙人賽【6 組】
(1)林晨華,張少齊【華江】
(2)唐靖淵,孫睿廷【華江】
(3)彭湛,王品堯【戲曲學院】
(4)鄭康平,黃士融【明倫】
(5)鮑開粲,張成宏【松山家商】
(6)高仰德,連彥棠【木柵高工】

備

場地 b3
國中男生組雙人賽【7 組】

國小女生組個人賽【10 人】

(1)趙御晴【私立復興國小】
(2)陳妍諼【麗湖】
(3)謝祈安【南門】
(4)洪采誼【石牌】
(5)黃姵瑄【金華】
(6)陳鈺函【立農】
(7)黃渝恩【吳興】
(8)鄭映秀【華江】
(9)陳祉瑛【三興】
(10)陳韋廷【大安】
國中女生組個人賽【10 人】

(1)黃淑珍【木柵】
(2)謝祈恩【南門】
(3)黃羿寧【興雅】
(4)陳虹樺【弘道】
(5)謝宜庭【興雅】
(6)王珞樺【弘道】
(7)游棠茵【三民】
(8)劉珈卉【大理】
(9)高鳴袖【木柵】
(10)范宸甄【靜心】
公開男子組個人賽【14 人】

(1)陳軍瑋【CAPT】
(2)范雲翔【大安高工】
(3)陳辰碩【百齡】
(4)許育豪【內湖】
(5)鄭康平【明倫】
(6)唐靖淵【華江】
(7)吳東穎【明倫】
(8)彭 湛【戲曲學院】
(9)王品堯【戲曲學院】
(10)江長恩【南港高工】
(11)高仰德【木柵高工】
(12)吳奕霆【北醫大】
(13)李泓霖【華江】
(14)潘昱瑋【北商大】

(1)高裕凱,張紘綸【弘道】
(2)張邑誠,陳 群【靜心】
(3)羅文聰,羅文謙【金華】
(4)林胤丞,劉威廷【靜心】
(5)何宥鈞,陳璟豪【興雅】
(6)張恆恩,王楚桓【弘道】
(7)潘永鑫,鄭豪傑【木柵】
公開女子組雙人賽【4 組】
(1)阮梓瑜,林 月【CAPT】
(2)陳韻如,李庭彣【興友鈴犀】
(3)杜沛芸,黃昱禎【北一女】
(4)林珉安,黃佳慧【北一女】
國小女生組雙人賽【8 組】

(1)林纕萓,蘇苡晴【立農】
(2)潘子昀,李芮欣【吳興】
(3)盧致筠,莊羽晴【大安】
(4)林靖雅,高翊欣【三興】
(5)廖芸禎,游喬茵【麗湖】
(6)曾歆玲,徐嘉晨【華江】
(7)邱宇彤,邱宇涵【士東】
(8)張語芳,古承儒【金華】
國小男生組雙人賽【8 組】

(1)蘇宣睿,陳柏瑜【麗湖】
(2)李正宇,洪珈紳【大安】
(3)吳侑恩,林冠亨【華江】
(4)陳彥廷,楊子毅【靜心】
(5)陳品佑,陳柏佑【立農】
(6)湯又誠,曾以寬【復興】
(7)杜宇焄,藍振旗【吳興】
(8)梁睿呈,黃宇安【金華】
國中女生組雙人賽【8 組】

(1)陳虹樺,許嘉甯【弘道】
(2)鄭康怡,張禹婕【興雅】
(3)蕭采緹,林宸安【蘭雅】
(4)陳芷誼,李函儒【蘭雅】
(5)黃淑珍,高鳴袖【木柵】
(6)謝宜庭,張冠玟【興雅】
(7)林子庭,林妤儒【弘道】
(8)蘇鴻羚,王潔詒【木柵】

註： 1.以上所排為預定賽程，實際比賽時間、場地以大會宣布為準。
2.如需音樂請自備播音設備
3.乙類扯鈴團體賽分成兩組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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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臺北市中正盃跳繩比賽賽程表(地點：北市大附小)
時間

項目

參加單位或人員
(1)士東國小
(2)東新國小
(3)葫蘆國小
(4)松山國小
(5)北市大附小
(6)金華國小
(7)西門國小
(8)文化國小
(9)明道國小
(10)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1)重慶國中

乙類國小團體賽（10 隊）
0800~0820

乙類國中團體賽（1 隊）
乙類公開團體賽（1 隊）

0820~0850

(1)私立東山中學
(1)西門國小
(2)明道國小
(3)葫蘆國小
(4)北市大附小
乙類國小團體限時計次賽(8 隊)
(5)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6)文化國小
(7)金華國小
(8)松山國小
乙類國中團體限時計次賽(1 隊) (1)重慶國中
乙類公開團體限時計次賽(1 隊) (1)私立東山中學

0850~0920

開

幕

典

禮

(1)文化國小
甲類國小男限時計次團體賽(3 隊) (2)葫蘆國小(蔡○凱)
(3)葫蘆國小(李○葦)
0900~0940

(1)北市大附小
(2)西門國小
甲類國小女限時計次團體賽(5 隊) (3)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4)文化國小
(5)葫蘆國小
甲類國中女限時計次團體賽(1 隊) (1)弘道國中

甲類國小混合花式團體賽(5 隊）

(1)松山國小
(2)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3)西門國小
(4)私立靜心小學
(5)北市大附小

甲類國中混合花式團體賽(2 隊）

(1)弘道國中
(2)私立靜心國中

094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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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1
甲類國中男個人賽（6 人）
(1)劉恩睿【東山】
(2)陳昱瑋【華興中學】
(3)連奕誠【靜心】
(4)李偉全【弘道】
(5)張祐銨【陽明】
(6)丁子翔【弘道】
甲類國中女個人賽（2 人）
(1)黃子恩【弘道】
1050-1130
(2)劉承昀【弘道】
甲類國中男雙人賽(2 隊）
(1)黃稟鈞,羅啟恩【弘道】
(2)李偉全,王昇弘【弘道】
甲類國中女雙人賽(2 隊）
(1)林 筠,黃郁淇【弘道】
(2)洪語晴,郭雅軒【弘道】

場地 2
甲類國小男個人賽(6 人)
(1)祁時允【西門】
(2)馬士軒【北教大實小】
(3)陳新丞【靜心】
(4)陳泓睿【北市大附小】
(5)吳碩恩【西門】
(6)劉浩霆【金華】
甲類國小女個人賽(10 人）
(1)曾亞津【靜心】
(2)陳澄慧【北市大附小】
(3)張秭菱【北投】
(4)孫于甯【靜心】
(5)楊力穎【西門】
(6)張芸婕【北教大實小】
(7)林晏安【西門】
(8)邱妤韵【松山】
(9)劉沁榆【北市大附小】
(10)林婕恩【北教大實小】
甲類國小男雙人賽（2 隊）
(1)陳新丞,蘇子睿【靜心】
(2)吳碩恩,祁時允【西門】

甲類公開女雙人賽(5 隊)
(1)楊千蝶,高靖媛【中崙】
(2)林芝宇,韋卓妤【東山】
(3)洪筱晴,黃星語【東山】
(4)洪心樂,連翊涵【】
(5)莊詠筑,張詠琁【華江】
甲類公開女個人賽(5 人)
(1)游雅珺【南港】
(2)何婕瑀【華江】
(3)艾安德【戲曲學院】
(4)吳沛穎【華江】
(5)蘇家儀【CAPT】

甲類國小女雙人賽(9 隊）
(1)魏均恩,鄧奕萱【北市大附小】
(2)莊雅芳,吳欣穎【西門】
(3)賴又恩,張韶恩【北教大實小】
(4)繆芸蓁,曾翊柔【靜心】
(5)蘇俞心,許家穎【北市大附小】
(6)楊舒婷,蔡議萱【靜心】
(7)鄭之涵,楊力穎【西門】
(8)許筑婷,林 諾【松山】
(9)廖妍婷,蔡依珊【北教大實小】
甲類公開男雙人賽(1 隊)
(1)唐靖淵,林晨華【華江】

1130-1210

甲類公開男個人賽(8 人）
(1)郭瑞恩【東山】
(2)詹承翔【木柵高工】
(3)陳釗賦【華興中學】
(4)林蔡翔【華江】
(5)張修齊【東山】
(6)曾國烜【CAPT】
(7)林育楷【北市大】
(8)簡子翔【CAPT】

備 註： 1.以上所排為預定賽程，實際比賽時間以大會宣布為準。
2.如需音樂請自備錄音機。

4

109 年臺北市中正盃踢毽比賽賽程表（地點：弘道國中）
時間

項目

參加單位或人員
(1)東新國小

乙類國小團體計次賽 (2 隊)

(2)西園國小

0800-0815 乙類國中團體計次賽 (1 隊)

(1)私立再興中學

乙類公開團體計次賽 (1 隊)

(1)私立滬江高中

甲類國小男團體計分賽 (1 隊)

(1)西園國小

甲類國小女團體計分賽 (1 隊)

(1)西園國小

甲類國中女團體計分賽 (1 隊)

(1)萬華國中

甲類公開女團體計分賽 (1 隊)

(1)華江高中

8:15-8:50

場地 1

場地 2

甲類國小男個人計分賽 (3 人)
(1)傅俊凱【東新】
(2)宋紹源【西園國小】
(3)吳宗哲【西園國小】
甲類國小女個人計分賽 (2 人)
(1)林佳璇【西園國小】
(2)莊立蓮【西園國小】
甲類國中男個人計分賽 (2 人)
(1)曾勝閎【萬華】
(2)潘柏宇【弘道】
甲類國中女個人計分賽 (4 人)

0850-

乙類國中組個人對抗賽男子(3 人)
(1)潘柏宇【弘道】
(2)王信凱【私立再興中學】
(3)謝忻宬【私立再興中學】
(二)
0830-0840
(一)
0820-0830

1

3

2

乙類國中組個人對抗賽女子(6 人)

(1)吳佳芬【弘道】
(1)劉云珊【五常】
(2)鍾芸芸【萬華】
(2)廖珮妤【私立再興中學】
(3)樊宜蓁【弘道】
(3)鄭云僡【私立再興中學】
(4)張淳華【萬華】
(4)鄭毓文【弘道】
甲類公開女子組個人計分賽(2 人) (5)吳佳芬【弘道】
(1) 林珈羽【華江】
(6)周芊妘【五常】
(2) 張孟婕【華江】
甲類教師男子組個人計分賽(1 人)
(六)
(1)徐聖明【私立再興中學】
0930-0940
甲類國小男雙人計分賽 (2 組)
(五)
(1)莊沐淇,王宇聖【西園國小】
(2)宋紹源,吳宗哲【西園國小】
甲類國小女雙人計分賽 (3 組)
(1)劉芷妤,陳穎君【西園國小】
(2)曾心蕾,張淯婷【西園國小】
(3)楊雨蓁,馬苡媃【東新】

0920-0930

1
5

(三)

(四)

0900-0910

0910-0920

5

(一)

(二)

0840-0850

0850-0900

4 3

6

2

臺北市 109 學年中正盃踢毽比賽賽程表（地點：弘道國中）
場地 1

-1050

場地 2

甲類國中女雙人計分賽 (3 組)
(1)張淳華,江佳穎【萬華】
(2)樊宜蓁,鄭毓文【弘道】
(3)郭芷岑,陳威琪【萬華】
甲類公開女雙人計分賽 (2 組)
(1)賴思瑋,張舒涵【華江】
(2)林珈羽,張孟婕【華江】

國中男生組雙人對抗賽【2 組】
(1)彭以明,林仕晟【私立再興中學】
(2)曾勝閎,黃煒瑄【萬華】

(一)
0940-0950
1

國小男生組個人對抗賽【4 人】
(1)李長紘【西園國小】
(2)蘇炳光【興德】
(3)周子翔【興德】
(4)孫哲一【西園國小】

國中女生組雙人對抗賽【1 組】
(1)林妤恩,吳恩妤【私立再興中學】

※隊數不足取消比賽

(四)
1105-1110

公開男子組個人對抗賽【3 人】
(1)謝正頡【華江】
(2)趙林嘉【華江】
(3)陳力齊【滬江高中】

(三)
1100-1105

1050-

(一)
1050-1

(二)
1055-1

055

100

1

4

3

(二)
1000-1010

2

(一)

國小女生組個人對抗賽【2 人】
(1)翁沛妤【興德】
(2)杜佩庭【興德】

0950-1000

1

(一)
1110-1115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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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臺北市 109 學年中正盃踢毽比賽賽程表（地點：弘道國中）
場地 1

場地 2

國小男生組雙人對抗賽【2 組】 公開女子組個人對抗賽【6 人】
(1)葉書亞,李昱恩【興德】
(1)賴姿云【滬江高中】
(2)李俊燁,曹諾【興德】
(2)謝忻彧【私立再興中學】
(3)黃佩琪【華江】
(4)王湛閑【滬江高中】
(一)
(5)劉品君【私立再興中學】
1115-1120
(6)林珈羽【華江】
1
2
-1130

(六)

國小女生組雙人對抗賽【2 組】
(1)林依瑾,高歆嵐【興德】
(2)葉中勤,蔡真澄【興德】

1100-1110

(五)
1050-1100

(一)
1120-1125
1

(三)

(四)

1030-1040

1040-1050

2
1

(一)

(二)

1010-1020

1020-1030

5

43

6

公開男子組雙人對抗賽【2 組】
(1)陳禹翔,李正翔【滬江高中】
備 註：
1.踢毽對抗賽毽子由大會統一 (2)林詩昱,洪均豪【滬江高中】
提供。
(一)
1110-1120

2.以上所排為預定賽程，實際比
賽時間以大會宣布為準。
3.如需音樂請自備錄音機。

1

2

公開女子組雙人對抗賽【3 組】
(1)王湛閑,賴姿云【滬江高中】
(2)江詠瑄,張珮嘉【滬江高中】
(3)李海寧,梁瑜芳【私立再興中學】
(二)
1130-1140
(一)
1120-1130

1

7

3

2

2

本次競賽成績採線上查詢
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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