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賽程表 

 9 月 11 日（星期三） 

預計時間 項目 

08:30~12:50 

21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1/2 賽 (第三輪) 

22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一輪) 

23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一輪) 

24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一輪) 

25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一輪) 

26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一輪) 

27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一輪) 

28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一輪) 

29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一輪) 

30 4 公里團隊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3-4名 

31 4 公里團隊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1-2名 

32 4 公里團隊追逐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1-2名 

33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二輪) 

34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二輪) 

35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二輪) 

36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二輪) 

37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二輪) 

38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二輪) 

39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第二輪) 

40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第二輪) 

 

 



 

預計時間 項目 

08:30~12:50 

52 3 公里個人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資格賽 

41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 (第三輪) 

42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 (第三輪) 

43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 (第三輪) 

44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 (第三輪) 

45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 (第三輪) 

46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 (第三輪) 

47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 (第三輪) 

48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 (第三輪) 

53 全能賽 I 男子菁英組 10 公里 集體出發賽 

54 全能賽 I 女子菁英組 7.5 公里 集體出發賽 

49 1 公里個人計時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55 全能賽 II 男子菁英組 10 公里 節奏搶分賽 

56 全能賽 II 女子菁英組 7.5 公里 節奏搶分賽 

57 3 公里個人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 

58 3 公里個人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 

 爭先賽 男子菁英組 頒獎典禮 

 爭先賽 男子青年組 頒獎典禮 

 爭先賽 女子菁英組 頒獎典禮 

 爭先賽 女子青年組 頒獎典禮 

 1 公里個人計時賽 男子青年組 頒獎典禮 

 3 公里個人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頒獎 

 4 公里團隊追逐賽 男子青年組 頒獎典禮 

 4 公里團隊追逐賽 男子菁英組 頒獎典禮 

午餐   

 



 

預計時間 項目 

13:30~16:36 

50 團隊競速賽 男子菁英組 資格賽 

51 團隊競速賽 男子青年組 資格賽 

59 全能賽 III 男子菁英組 落後淘汰賽 

60 全能賽 III 女子菁英組 落後淘汰賽 

61 集體出發 男子青年組 決賽 

62 全能賽 IIII 男子菁英組 24 公里 領先計分賽 

63 全能賽 IIII 女子菁英組 20 公里 領先計分賽 

64 團隊競速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3-4 名 

65 團隊競速賽 男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 

66 團隊競速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3-4 名 

67 團隊競速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 

68 團隊競速賽 女子菁英組 決賽 第 1-2 名 

69 團隊競速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第 1-2 名 

 集體出發 男子青年組 頒獎 

 全能賽 男子菁英組 頒獎 

 全能賽 女子菁英組 頒獎 

 團隊競速賽 男子菁英組 頒獎 

 團隊競速賽 男子青年組 頒獎 

 團隊競速賽 女子菁英組 頒獎 

 團隊競速賽 女子青年組 頒獎 

第二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