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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時間 組別 項目 單位

1 10:00 小低 男單 臺南復興 陳O燁

2 10:04 小低 男單 臺南復興 陳O翰

3 10:08 小中 男單 高雄龍華 張O銘

4 10:12 小中 男單 桃園新街 黃O程

5 10:16 小中 男單 臺南復興 李O宇

6 10:20 小中 男單 臺南復興 陳O蒲

7 10:24 小中 男單 高雄正興 高O善

8 10:28 小中 男單 臺北麗湖 闕O承

9 10:32 小中 男單 桃園雙龍 楊O翔

10 10:36 大專 男單 國立體育大學 魏O軍

11 10:40 大專 女單 國立體育大學 林O菱

12 10:44 大專 女單 國立體育大學 葉O婷

13 10:48 大專 女單 高雄有氧 陳O伃

14 10:52 小中 三人 桃園新街 方O權、沈O璇、楊O燁

15 10:56 小中 三人 臺南復興(B) 陳O蒲、李O宇、許O云

16 11:00 小中 三人 臺南龍潭 黃O芸、卓O霓、王O萱

17 11:04 小中 三人 臺北麗湖 劉O妍、黃O榕、洪O安

18 11:08 小中 三人 臺南復興(A) 甘O綺、李O芳、李O霖

19 11:12 大專 三人 國立體育大學 魏O軍、林O菱、葉O婷

20 11:16 小低 五人 臺北麗湖 蔡O蓉、陳O晴、吳O芙、曾O芙、周O宇

21 11:20 小中 五人 臺南龍潭 蘇O佳、楊O鈺、黃O芸、卓O霓、王O萱

22 11:24 小中 五人 臺南復興(B) 謝O凝、許O云、方O綪、于O可、李O寧

23 11:28 小中 五人 臺南復興(A) 甘O綺、陳O蒲、李O芳、李O霖、李O宇

24 11:32 國中 有氧階梯 臺南復興 江O洋、吳O葶、俞O晴、林O辰、邵O銓、蔡O瑄、王O之、杜O芊

25 11:36 國小 有氧舞蹈 臺南復興(B) 李O樺、于O禾、甘O綺、李O芳、李O霖、許O云、方O綪、于O可

26 11:40 國小 有氧舞蹈 臺南體操委員會 洪O心、陳O蒲、謝O凝、朱O嬨、鄭O欣、陳O翰、陳O燁

27 11:44 國小 有氧舞蹈 臺南復興(A) 許O云、李O澤、杜O澂、黃O芸、黃O恩、涂O家、林O均、李O宇

28 11:48 國小 有氧舞蹈 高雄中正 李O薇、楊O恩、潘O蓁、楊O蓁、鄒O宜、金O妤

29 11:52 國小 有氧舞蹈 臺南龍潭(B) 黃O珊、楊O靜、何O霏、洪O、何O璇、陳O甯、羅O瑀

30 11:56 國小 有氧舞蹈 臺南龍潭(A) 羅O樂、廖O伃、蘇O佳、黃O芸、卓O霓、王O萱

31 12:00 國小 有氧舞蹈 桃園新街 楊O燁、沈O璇、方O權、黃O程、張O涵、楊O茹、李O勳

32 12:04 國中 有氧舞蹈 臺南復興 李O晴、吳O葶、俞O晴、程O諺、蔡O瑄、王O之

33 12:08 國中 有氧舞蹈 桃園龍潭 高O淾、黃O雅、高O涵、黃O嫻、高O曄、黃O霓

34 12:12 大專 有氧舞蹈 萌奇快樂體操 李O弘、吳O臻、高O閒、陳O彤、鄧O峮、王O晟、魏O軍、林O菱

休息	10	分鐘

110	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　出場順序表　　11月20日上午
國小低年級組：男單、五人
國小中年級組：男單、三人、五人
大專社會組：男單、女單、三人
有氧舞蹈：國小組、國中組、大專社會組
有氧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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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時間 組別 項目 單位

1 13:30 小中 女單 臺南龍潭 蘇O佳

2 13:34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方O綪

3 13:38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李O芳

4 13:42 小中 女單 臺北麗湖 吳O如

5 13:46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于O可

6 13:50 小中 女單 臺北麗湖 劉O妍

7 13:54 小中 女單 高雄中正 金O妤

8 13:58 小中 女單 高師大附小 吳O瑾

9 14:02 小中 女單 桃園武漢 郭O妤

10 14:06 小中 女單 臺南崇學 林O那

11 14:10 小中 女單 臺北麗湖 李O穎

12 14:14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甘O綺

13 14:18 小中 女單 臺北麗湖 陳O伊

14 14:22 小中 女單 高雄瑞祥 張O琪

15 14:26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謝O凝

16 14:30 小中 女單 桃園武漢 潘O妃

17 14:34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許O云

18 14:38 小中 女單 臺南復興 李O霖

19 14:42 小中 女單 臺南龍潭 翁O瑄

20 14:46 小低 女單 南大附小 楊O誼

21 14:50 小低 女單 桃園武漢 鍾O羽

22 14:54 小低 女單 臺南龍潭 李O

23 14:58 小低 女單 臺南協進 鄭O欣

24 15:02 小低 女單 桃園中壢 胡O涵

25 15:06 小低 女單 臺北麗湖 蔡O蓉

26 15:10 小低 女單 臺南復興 朱O嬨

27 15:14 小低 女單 臺南永康區勝利 張O夏

28 15:18 小低 女單 臺南復興 蘇O涵

29 15:22 小中 混雙 臺北麗湖 闕O承、李O穎

30 15:26 小中 混雙 臺南復興(B) 謝O凝、于O可

31 15:30 小中 混雙 臺南復興(A) 陳O蒲、方O綪

32 15:34 小中 混雙 桃園新街 方O權、楊O燁

33 15:38 小中 混雙 臺南龍潭 黃O穎、楊O鈺

34 15:42 小低 混雙 臺南復興 陳O翰、陳O燁

110	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　出場順序表　　11月20日下午
國小低年級組：女單、混雙
國小中年級組：女單、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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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時間 組別 項目 單位

1 10:00 高中 男單 桃園治平 王O晟

2 10:04 高中 男單 桃園治平 鄧O峮

3 10:08 高中 男單 臺北麗山 黃O淯

4 10:12 高中 女單 高雄樹德 賴O函

5 10:16 高中 女單 臺北麗山 甘O昕

6 10:20 高中 女單 高雄楠梓 陳O亘

7 10:24 高中 女單 桃園治平 吳O臻

8 10:28 高中 女單 桃園治平 陳O彤

9 10:32 高中 女單 高雄中正 莊O涵

10 10:36 高中 女單 臺北麗山 蔡O妤

11 10:40 高中 女單 臺北麗山 黃O聿

12 10:44 高中 混雙 桃園治平 鄧O峮、陳O彤

13 10:48 國中 混雙 臺南復興 (B) 李O晴、程O諺

14 10:52 國中 混雙 臺南復興 (C) 林O辰、杜O芊

15 10:56 國中 混雙 桃園龍潭 (B) 高O曄、高O涵

16 11:00 國中 混雙 桃園龍潭 (A) 高O淾、黃O雅

17 11:04 國中 混雙 臺南復興 (A) 江O洋、吳O葶

18 11:08 小高 混雙 桃園武漢 廖O丞、林O宇

19 11:12 小高 混雙 桃園麗湖 鄭O博、王O掬

20 11:16 小高 混雙 臺南復興 (B) 杜O澂、黃O芸

21 11:20 小高 混雙 臺南復興 (A) 許O云、李O澤

22 11:24 高中 三人 桃園治平 鄧智峮、王O晟、吳O臻

23 11:28 高中 三人 臺北麗山 黃O淯、蔡O妤、黃O聿

24 11:32 小高 五人 高雄中正 李O薇、楊O恩、潘O蓁、楊O蓁、鄒O宜

25 11:36 小高 五人 臺北麗湖 周O蕾、林O萱、潘O存、蔡O軒、陳O宇

26 11:40 小高 五人 臺南復興 李O樺、杜O澂、黃O芸、于O禾、涂O家

27 11:44 國中 五人 桃園龍潭 李O弘、黃O嫻、黃O霓、高O涵、高O曄

28 11:48 國中 五人 臺南復興 李O晴、程O諺、蔡O瑄、王O之、杜O芊

29 11:52 國中 五人 臺北三民 莊O宸、蔡O珊、沈O霓、游O彤、沈O岑

國小高年級組：混雙、五人
國中組：混雙、五人
高中組：男單、女單、混雙、三人

110	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　出場順序表　　11月2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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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時間 組別 項目 單位
1 13:00 小高 男單 臺北麗湖 鄭O博

2 13:04 小高 男單 臺北麗湖 蔡O軒

3 13:08 小高 男單 臺南復興 杜O澂

4 13:12 小高 男單 臺南復興 李O澤

5 13:16 小高 男單 桃園武漢 廖O丞

6 13:20 國中 男單 臺南復興 江O洋

7 13:24 國中 男單 桃園龍潭 高O淾

8 13:28 國中 男單 臺南復興 程O諺

9 13:32 國中 男單 臺南復興 邵O銓

10 13:36 國中 男單 臺南建興 楊O玹

11 13:40 國中 男單 桃園武漢 高O閒

12 13:44 國中 男單 臺北三民 黃O棋

13 13:48 國中 男單 桃園龍潭 高O曄

14 13:52 小高 女單 臺北麗湖 王O掬

15 13:56 小高 女單 臺北麗湖 周O蕾

16 14:00 小高 女單 臺北麗湖 林O萱

17 14:04 小高 女單 高雄中正 楊O恩

18 14:08 小高 女單 臺南復興 許O云

19 14:12 小高 女單 桃園武漢 林O宇

20 14:16 小高 女單 臺南復興 黃O恩

21 14:20 小高 女單 高雄中正 楊O蓁

22 14:24 小高 女單 屏東崎峰 洪O妍

23 14:28 小高 女單 高雄中正 李O薇

24 14:32 小高 女單 高雄正興 高O悅

25 14:36 小高 女單 臺北麗湖 潘O存

26 14:40 小高 女單 桃園西門 陳O雅

27 14:44 小高 女單 臺南復興 林O均

28 14:48 小高 女單 臺南東區勝利 洪O心

29 14:52 小高 女單 高雄中正 潘O蓁

30 14:56 國中 女單 臺南復興 蔡O瑄

31 15:00 國中 女單 桃園桃園 陳O和

32 15:04 國中 女單 臺北三民 游O彤

33 15:08 國中 女單 臺北三民 蔡O珊

34 15:12 國中 女單 桃園龍潭 黃O雅

35 15:16 國中 女單 臺南復興 杜O芊

36 15:20 國中 女單 臺南復興 王O之

37 15:24 國中 女單 桃園龍潭 黃O霓

38 15:28 國中 女單 臺北三民 莊O宸

39 15:32 國中 女單 桃園龍潭 黃O嫻

40 15:36 國中 女單 臺北三民 沈O岑

41 15:40 國中 女單 臺北三民 沈O霓

42 15:44 小高 三人 臺北麗湖 鄭O博、王O掬、周O蕾

43 15:48 小高 三人 臺南復興 黃O恩、涂O家、林O均

44 15:52 小高 三人 高雄中正 李O薇、楊O恩、潘O蓁

45 15:56 國中 三人 臺南復興 程O諺、蔡O瑄、王O之

46 16:00 國中 三人 臺北三民 莊O宸、蔡O珊、沈O岑

47 16:04 國中 三人 桃園龍潭 (A) 高O淾、黃O雅、高O涵

48 16:08 國中 三人 桃園龍潭 (B) 李O弘、黃O嫻、黃O霓

110	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　出場順序表　　11月21日下午
國小高年級組：男單、女單、三人
國中組：男單、女單、三人

休息	1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