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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Chinese Taipei Cycling Association

1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邱靜雯 陳靖云 陳卿瑀 陳俞欣 黃靖蔓 劉亞婷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38"592 39"524 41"995 43"142 46"394 47"340
邱靜雯 陳怡朱 陳沛瑜 陳俞欣 雲子芳 潘菁霞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王玉侖 邱智筠 黃思涵 潘菁霞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陳卿瑀 王玉侖 邱智筠 陳靖云 黃思涵

台北市西松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13"530 13"819 13"846 13"931 14"117 0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50"091 50"926 53"628 55"865 0
邱智筠 陳靖云 陳卿瑀 陳俞欣

邱靜雯 王玉侖 陳沛瑜 潘菁霞

雲子芳 陳沛瑜 張雅雯 葉羽霜 黃靖蔓 0

國立大甲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蘭陽女中 國立大甲高中 0
2'46"623 2'50"067 2'53"987 2'56"940 3'14"194 0
張雅雯 陳怡朱 劉亞婷 0 0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0 0
13 11 4 0 0 0

邱智筠 劉亞婷 潘菁霞 葉羽霜 許晴嵐 陳俞欣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國立蘭陽女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1'26"26 1'36"44 1'37"76 1'42"57 1'45"79 1'46"04
葉羽霜 許晴嵐 陳俞欣 潘菁霞 呂佳儀 陳怡朱

國立蘭陽女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林園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40'56"42 46'05"13 51'12"61 52'27"28 被追及 被追及

陳怡朱 張婷婷 葉羽霜 呂佳儀 張雅雯 雲子芳

國立大甲高中 台北市松山家商 國立蘭陽女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02:27:55.52 02:28:01.72 02:28:19.21 02:31:25.03 02:32:55.70 02:37:25.53
高雄市楠梓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台北市西松高中 國立蘭陽女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65 55 21 20 17 12

高中女生組 總成績表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4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競輪賽

500公尺

個人計時賽

6km集體出發

賽

團隊競速賽

團體總成績

70公里   個

人公路賽

備註

爭先賽

8公里

越野賽

12公里

 領先計分賽

1公里

下坡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臺中市清水區鰲峰山自由車場、臺中市清水區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5.4.18~21 

裁 判 長：蕭清來          

記 錄 員：潘惠清、劉國煌、郭家政、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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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仰德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桃園市啟英高中

4'34"880 4'47"690 4'59"141 5'04"465 5'18"565
陳建州 劉維軒 吳欣倫 嚴浩維 陳億軒
楊秉祐 鄒孟哲 黃冠霖 羅心庭 陳峻翊
劉修宏 徐子恩 彭碁華 石建雄 游智偉

陳柏維 李靖祥 李文昭 張博淳 黃駿麟

0 0 0 #REF! 0
0 #REF! 0

曾至鴻 吳欣倫 張維軒 羅心庭 蔣崴丞 林文品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1'08"563 1'10"392 1'10"395 1'11"175 1'12"247 1'12"560
黃健彰 楊秉祐 鄒孟哲 陳柏維 范宏鍇 彭碁華

新竹市仰德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陳建州 李文昭 吳欣倫 楊秉祐 劉維軒 陳欣佐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國立大甲高中

3'33"570 3'35"237 3'44"170 3'44"225 3'45"530 3'48"300
曾至鴻 黎羿廷 嚴浩維 溫海濤 游智偉 楊欣翰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桃園市啟英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11"805 11"963 11"999 12"121 12"175 12"238
羅心庭 張維軒 劉維軒 楊欣翰 游智偉 穆建銘

台北市西松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國立大甲高中 桃園市啟英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仰德高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44"920 45"273 45"907 46"510 47"700 48"695
巫建昕 劉維軒 張維軒 嚴浩維 鄭翔仁 謝均鴻
曾至鴻 鄒孟哲 林楷哲 羅心庭 顏祺勝 穆建銘

陳建州 李文昭 黃冠霖 黃健彰 李靖祥 石建雄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北市西松高中

20 8 7 4 2 2
鄭翔仁 林俊傑 邱律誠 李其縉 唐漢煌 周楷惟 

高雄市中山工商 新竹市仰德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中

1'19"97 1'22"00 1'25"02 1'28"35 1'28"40 1'48"69
唐漢煌 李其縉 古延晟 詹曜丞 林俊傑 周楷惟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台東縣公東高工 新竹市仰德高中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中

49'02"94 51'08"19 52'06"95 53'23"56 54'22"32 59'10"30
楊秉祐 劉修宏 黃冠霖 李文昭 林文品 范宏鍇

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

3:04:49.15 3:04:49.51 3:06:39.25 3:07:06.14 3:07:10.70 3:08:02.19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09:16:49.36 09:25:25.26 09:44:00.48 10:07:52.99 00:00:00.00 00:00:00.00
楊秉祐 黃冠霖 李其縉 鄒孟哲
劉修宏 李文昭 王家豪 李靖祥
林文品 黃健彰 唐漢煌 陳柏瑋
范宏鍇 彭碁華

國立大甲高中 新竹市仰德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85 78 29 25 21 9團體總成績

16公里

領先計分賽

競輪賽

四公里

團隊追逐賽

團隊公路賽

(61公里)

一公里

個人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61公里)

集體出發賽

三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4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男生組 總成績表

大甲高中破大會

紀錄4'35"537

備註

1公里

下坡賽

12公里

越野賽

陳建州、李文昭

破大會紀錄

3'38"423

爭先賽

團隊競速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臺中市清水區鰲峰山自由車場、臺中市清水區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5.4.18~21 

裁 判 長：蕭清來          

記 錄 員：潘惠清、劉國煌、郭家政、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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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Chinese Taipei Cycling Association

1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蔡亞美 紀亭羽 王伶瑄 蔡雅竹 王歆婷 鄭慈佑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40"588 40"795 41"159 41"206 41"647 43"107
陳靖昀 紀亭羽 田巧宜 劉文萱 呂雅雯 鄭念庭

桃園市中壢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蔡亞美 邱聖芯 蔡雅竹 王伶瑄 賴慈慧 雷媖秀

臺中市清水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13"895 14"185 14"300 14"482 14"572 14"793
邱聖芯 呂雅雯 鄭念庭 王虹昱 劉文萱 賴佳琦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2'50"853 2'54"325 2'55"362 2'55"609 2'59"166 2'59"286
臺中市清水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52"249 53"481 53"937 54"744 54"744 55"293
王歆婷 邱聖芯 紀亭羽 呂雅雯 王伶瑄 邱雅涵

蔡亞美 張詠葳 王樁錡 蔡雅竹 鄭慈佑 鄭念庭

#REF! #REF! #REF! #REF! #REF! #REF!
陳力綺 王虹昱 李嘉芯 周珈卉

高雄市鳳甲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2'10"14 2'42"14 3'03"95 4'07"64
陳力綺 花鈺婷 周珈卉 李嘉芯 蔡雅竹 田巧宜

高雄市鳳甲國中 屏東縣獅子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28'00"25 28'12"49 31'56"03 33'31"64 33'19"54 34'10"29
邱聖芯 紀亭羽 田巧宜 賴慈慧 陳靖昀 王樁錡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1:14'10"30 1:15'20"05 1:16'21"78 1:16'22"29 1:16'33"62 1:19'40"49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清泉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31 28 24 20 15 14
團體總成績

個人公路賽

(35公里)

1公里

下坡賽

4公里

越野賽

中華民國104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女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爭先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500公尺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團隊競速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臺中市清水區鰲峰山自由車場、臺中市清水區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5.4.18~21 

裁 判 長：蕭清來          

記 錄 員：潘惠清、劉國煌、郭家政、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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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3'47"350 3'47"520 3'48"741 3'52"917 3'54"614 3'54"797
邱振權 陳威呈 曾浩宸 劉得安 段承恩 李廷威
張景俊 蘇育德 洪銘擎 許建隆 曾暐翔 陳俊言
李孟廷 洪賜賢 林荿葦 李仁豪 盧建恩 張宗桓
柯仲恩 胡雍智 曾致誠 陳逢霖 賴育瑋 陳冠豪

段承恩 曾浩宸 李孟廷 田永昇 孫啟源 曾致誠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36"135 36"338 36"914 37"502 37"508 37"809
李仁豪 陳俊言 蘇育德 邱振權 曾暐翔 洪賜賢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洪銘擎 胡雍智 李廷威 柯仲恩 劉得安 洪賜賢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2'34"811 2'35"209 2'36"790 2'38"088 2'38"284 2'38"363

鄭亦恩 盧建恩 曾嘉頡 孫啟榮 黃凱倫 劉先雨

臺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12"271 12"316 12"576 12"581 12"646 12"652
陳俊言 段承恩 鄭亦恩 徐子軒 熊崇勛 盧建恩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北市大理高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46"133 47"436 47"451 47"501 48"165 48"534
段承恩 曾浩宸 鄭亦恩 鄭侑其 陳威呈 曾嘉頡
盧建恩 曾致誠 孫啟榮 劉先雨 田永昇 張維傑
李仁豪 柯仲恩 李廷威 邱振權 曾暐翔 胡雍智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15 7 5 2 2 1
張祐綸 呂紹斌 陳冠樺 李健豪 孫啟源 江侑勳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高雄市六龜高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1'19"36 1'30"34 1'34"87 1'39"40 1'39"82 1'43"39
張祐綸 呂紹斌 王家恩 孫啟源 何彥誼 王貞智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36'16"16 36'22"77 36'30"77 36'42"31 37'15"40 37'51"59
曾暐翔 張維傑 李廷威 陳泓廷 柯仲恩 吳秉樺

高雄市大社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2:08'23"72 2:08'25"04 2"09'01"16 2:09'05"42 2:10'22"05 2:11'03"71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桃園市中壢國中 台北市大理高中

06:35:49.87 06:36:53.35 06:39:43.42 06:41:20.00 06:43:43.34 06:59:18.36
洪賜賢 柯仲恩 劉得安 林荿葦 張維傑 熊崇勛
胡雍智 邱振權 許建隆 洪銘擎 吳秉樺 徐玉衡
馬健祐 李晨新 鍾協翰 徐柏翔 呂旻翰 蔡政宇
邱亮穎 李孟廷 謝富詠 楊明義 曾嘉頡 李東霖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 台北市西松高中

58 57 38 31 25 25

1公里

下坡賽

8公里

越野賽

中華民國104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男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團體總成績

12公里

領先計分賽

競輪賽

三公里

團隊追逐賽

團隊公路賽

(61公里)

500m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爭先賽

團隊競速賽

個人公路賽

(61公里)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臺中市清水區鰲峰山自由車場、臺中市清水區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5.4.18~21 

裁 判 長：蕭清來          

記 錄 員：潘惠清、劉國煌、郭家政、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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