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錄

陳靖云 邱靜雯 王伶瑄 陳卿瑀 陳俞欣 陳力綺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隊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邱靜雯 陳靖云 王伶瑄 陳卿瑀 張雅雯 陳俞欣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中山工商

陳沛瑜 邱聖芯 王玉侖

臺北市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2'53"20 2'55"32 2'55"42

邱聖芯 王玉侖 陳沛瑜 潘菁霞 劉亞婷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隊 中山工商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北市隊 中山工商

51"534 51"559 53"776 56"672

王伶瑄 張雅雯 陳卿瑀 陳力綺

陳靖云 邱靜雯 陳沛瑜 陳俞欣

嚴浩維 曾至鴻 林文品 陳億軒 謝均鴻 顏祺勝 陳睿蒲

臺北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桃園市聯隊 新竹市隊 中山工商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嚴浩維 楊欣翰 鄒孟哲 張璨麟 陳億軒 羅心庭

臺北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桃園市聯隊 臺北市隊

曾至鴻 羅心庭 鄒孟哲 謝均鴻 周書辰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市隊 新竹縣隊

1'11"768 1'12"582 1'13"077 1'13"953 1'16"897

陳柏維 檀宗霖 周書辰 萬書亨 徐玉衡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新竹市隊 臺北市隊

3'53"390 4'00"306 4'04"480 4'09"185 4'10"250

黃健彰 徐悅修 邱振權 陳柏瑋 劉得安 石建雄

新竹縣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臺北市隊

45 24 16 6 4 2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北市隊 新竹縣隊 新竹市隊

1'07"609 1'09"341 1'09"571 1'11"189 1'13"254

陳柏維 鄒孟哲 嚴浩維 黃健彰 謝均鴻

林文品 陳睿蒲 羅心庭 張凱棋 萬書亨

楊欣翰 洪聖耕 石建雄 張璨麟 石承翰
臺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縣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北市隊

追及 被追及 5'04"863 5'10"287

邱振權 劉得安 謝誠心 嚴浩維

徐悅修 鍾協翰 檀宗霖 石建雄

范宏鍇 黃健彰 陳柏瑋 徐玉衡

陳柏維 張凱棋 鄒孟哲 陳玄曄

陳泓廷 羅心庭

王慈均 張瑤 李佳芸 鄭宇秀 林嘉慧

臺中市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曾可妡 林怡如 林嘉慧 黃思涵

臺中市隊 臺中市隊 新竹縣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康世峰 羅偉譽 楊勝凱 李勁毅 溫海濤 蔡韶宇
臺中市隊(國訓)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新竹縣隊 SPDI-DARE

楊勝凱 羅偉譽 吳欣倫 康世峰 蔡韶宇 林楷哲
臺中市隊(國訓)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臺中市隊(國訓) SPDI-DARE 新竹縣隊

蕭世鑫 李勁毅 李靖祥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1'09"522 1'10"079 1'16"934

李文昭 楊秉祐 李俊諺

新竹縣隊 臺中市隊(國訓) KTC Team

5'13"857 5'25"639 5'47"366

陳建良 林聖輝 徐子恩 丁正昌 楊秉祐 黃冠霖
臺中市隊(國訓)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SPDI-DARE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50 12 8 7 6 2

楊武興 徐暄評 李文昭 林聖輝 丁正昌 鍾政勳
臺中市隊(國訓)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SPDI-DARE Happy Hour Cycling Team

142 141 135 115 98 88
臺中市隊(國訓)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隊 SPDI-DARE

1'05"135 1'13"262 1'08"692 1'13"262

康世峰 李靖祥 林楷哲 蔡韶宇

楊勝凱 羅偉譽 溫海濤 丁正昌

蕭世鑫 劉恩杰 李勁毅 白家銘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追及 被追及 5'17"176

楊秉祐 李文昭 徐子恩

徐暄評 吳欣倫 林聖輝

陳建良 黃冠霖 羅偉譽

楊武興 溫海濤 劉恩杰
高雄市申騰美利達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隊(國訓) 新竹縣隊 臺北市隊 臺中市隊

105 87 68 68 51 23
團體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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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計時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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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輪賽

領先計分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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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出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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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計分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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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項目

106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總成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