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4/22  / 05:16 PM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文山高中
4'48"327 5'01"944 追及 被追及 4'59"260 5'06"529

簡耘澤 曾文麒 許哲恩 徐御凱 陳逢霖 賴琮憲
劉耀升 林鉉倫 邱冠程 李權晏 張栩睿 陳釋維
王沛霖 李靖昌 賴竑宇 蔡英傑 邱正昕 楊閎順

李秉益 馮子軒 林瑞軒 翁家茗 范森堡 阮永勳

林羿廷 張誌盛 邱煜程

陳家豪

蔡佳勳 高雩庭 黃振瑋 曾嘉頡 林威志 林羿廷 賴琮憲 吳東航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啟英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文山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1'09"379 1'09"817 1'12"845 1'12"908 1'13"209 1'14"391 1'14"786 1'15"021

李靖昌 邱冠程 蔡英傑 馮子軒 陳立宸 熊崇勛 劉耀升 陳家豪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張誌盛 簡耘澤 徐御凱 馮子軒 張立昇 劉耀升 賴竑宇 朱晏良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3'46"430 3'49"999 3'50"473 3'51"705 3'50"834 3'51"099 3'52"046 3'55"228

熊崇勛 曾嘉頡 葉俊葳 李秉益 黃振瑋 邱廷暉 黃永傑 朱翔登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啟英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二勝 二勝 11"457 11"527 11"629 11"771

熊崇勛 蔡佳勳 曾嘉頡 高雩庭 許仕儒 鄭諭陽 葉俊葳 黃永傑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啟英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文山高中
1'05"822 1'06"826 1'07"811 1'09"245 1'11"996 1'12"440

高雩庭 張誌盛 李靖昌 徐御凱 陳立宸 楊閎順
葉俊葳 蔡佳勳 吳東航 鄭丞凱 張立昇 賴琮憲
熊崇勛 許仕儒 黃永傑 黃振瑋 邱廷暉 阮永勳
簡耘澤 徐御凱 李靖昌 張誌盛 林鉉倫 許哲恩 林瑞軒 王沛霖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32 13 12 12 7 6 6 4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啟英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59 40 29 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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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里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三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男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爭先賽

團隊競速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楠梓自由車場、屏東縣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9.3.25~30

裁 判 長：甘中元

記 錄 員：潘惠清、李莉加、高巧臻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Chinese Taipei Cycling Association1



2020/4/22 / 05:15 PM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5'30"411

雷媖琇
賴佳琦
劉文萱

鄭念庭

鐘昀婷 林巧媛 張詠葳 王楚儀 錢怡靜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40"080 40"650 41"788 42"739 44"630

鄭念庭 賴佳琦 張詠葳 周宜伶 江蓁翊 陳盈盈 潘芷恩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雷媖琇 陳靖昀 陳盈盈 周宜伶 鐘昀婷 江蓁翊 王鈴惠 錢怡靜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世界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林巧媛 鐘昀婷 王楚儀 周宜伶 錢怡靜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二勝一敗 二勝 14"269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49"723 52"700 50"823 54"071

雷媖琇 林巧媛 陳姵瑀 吳婭弘

鐘昀婷 張詠葳 陳盈盈 江蓁翊

鄭念庭 張詠葳 吳婭弘 賴佳琦 陳姵瑀 詹佳霓 潘芷恩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2'43"399 3'02"150 2'46"494 2'48"247 2'52"614 2'54"958 3'17"228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57 43 11 10 5 5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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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里

團隊追逐賽

高中女生組 總成績表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團體總成績

備註

爭先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項目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楠梓自由車場、屏東縣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9.3.25~30

裁 判 長：甘中元

記 錄 員：潘惠清、李莉加、高巧臻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Chinese Taipei Cycling Association

1



2020/4/22  / 02:45 PM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中壢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鳳甲國中
3'50"116 3'55"341 3'53"927 4'02"183 3'57"251 3'57"871 4'00"641 4'02"567
黃榆哲 孫浩峻 丁偉宸 宋承憲 顏弘鈞 李宸佑 李文霖 葉軒佑
謝郁辰 柯韋丞 王品閎 張育誠 郭庭瑋 陳子元 吳源成 高至毅
黃少甫 謝元鑫 廖晟伊 黃致傑 林子翔 蔡爵任 朱建學 林君瑋
陳俊宇 張鈞凱 蕭良哲 王立宇 陳煜凱 卓躍 劉忠豪 張普登
李定曄 邱信維 王柏翔 宋承憲 楊程捷 李承勳 李玉俊 郭庭瑋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中壢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36"732 37"191 37"331 37"520 37"891 38"053 38"062 38"834

黃敬倫 蕭名閎 黃少甫 黃榆哲 李宸佑 柯韋丞 張柏瑜 江承瑋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高雄市立大社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中壢國中
黃榆哲 王品閎 吳彥均 蕭名閎 王立宇 顏弘鈞 卓躍 謝元鑫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高雄市立大社國中 中壢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2'36"227 2'42"286 2'43"649 2'45"747 2'43"273 2'43"555 2'44"163 2'45"196

李韋辰 宋承憲 李定曄 王柏翔 李玉俊 李承勳 楊程捷 林廷宇

正德國中 中壢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二勝 二勝 12"321 12"369 12"375 12"465

李定曄 黃敬倫 王柏翔 李韋辰 楊程捷 李宸佑 邱信維 謝郁辰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正德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中壢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高雄市立大社國中

47"374 48"017 46"867 48"259 49"063 50"084 50"104 50"592
張伯亦 王柏翔 黃敬倫 黃榆哲 丁偉宸 宋承憲 郭庭瑋 蕭名閎
李定曄 李承勳 邱信維 謝郁辰 楊程捷 王立宇 林廷宇 盧栢丞
張柏瑜 廖晟伊 林子翔 卓躍 李文霖 朱建學 沈昊熏 黃少甫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26 9 8 5 5 5 3 2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中壢國中

30 29 25 24 20 14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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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m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爭先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楠梓自由車場、屏東縣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9.3.25~30

裁 判 長：甘中元

記 錄 員：潘惠清、李莉加、高巧臻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Chinese Taipei Cycling Association1



 / 2020/4/22 / 05:06 PM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12"796 2 1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鳳甲國中

4'24"628 4'52"954 4'54"115

陳婕翎 李雅熏 徐佳稜

宗欣凌 林采芸 李易珊

溫彩彤 劉姵薰 江少芊

許婷茵 謝緦憓 高樺唲

李雅熏 林芷妍 劉姵薰 謝緦憓 朱芷儀 許婷茵 宗欣凌 李庭瑜

中壢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中壢國中 中壢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屏東明正國中

12"796 41"173 42"717 42"987 43"505 43"534 43"934 44"508

李雅熏 翁易帆 陳婕翎 劉姵薰 楊庭瑜 許婷茵 林采芸 李易珊

中壢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鳳甲國中

李雅熏 謝緦憓 李采蓉 宗欣凌 朱芷儀 楊庭瑜 劉姵薰

中壢國中 中壢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中壢國中

12"796 二勝 14"164 14"390 15"551

李采蓉 陳婕翎 林芷妍 溫彩彤 林采芸 翁易帆 謝緦憓 莊媛晰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中壢國中 中壢國中

2'52"655 3'03"036 3'01"385 3'03"106 3'15"361 3'15"838 3'19"251 3'19"824

中壢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鳳甲國中

12"796 54"558 55"186 57"774

李雅熏 楊庭瑜 陳婕翎 李易珊

劉姵薰 林芷妍 宗欣凌 江少芊

徐佳稜

中壢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鳳甲國中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50 28 17 11 7 6

第一名資格賽200m

助跑計時賽成績

12"796破大會紀錄

'12"86'

爭先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500公尺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3KM團隊追

逐賽
第一名的成績破大

會紀錄"4'27"940"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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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總成績

團隊競速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楠梓自由車場、屏東縣境內公路、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

比賽日期：109.3.25~30

裁 判 長：甘中元

記 錄 員：潘惠清、李莉加、高巧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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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虞子諒 徐御凱 陳立宸 何彥誼 邱正昕 賴竑宇 張哲維 陳暐

100 960 740 36 100 459 917 24 100 874 929 70 100 632 733 83 100 874 924 65 100 995 096 54 100 960 704 00 100 730 246 14

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宜蘭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林園高中

21:17.922 21:46.424 21:59.937 22:10.533 22:10.582 22:10.697 22:18.045 22:20.066

張誌盛 龔暉仁 李靖昌 虞子諒 簡耘澤 蔡英傑 陳立宸 陳暐

100 730 290 58 100 730 234 02 100 995 032 87 100 960 740 36 100 832 327 51 100 874 916 57 100 874 929 70 100 730 246 14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林園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林園高中

2:45:46.320 2:45:46.745 2:45:47.613 2:45:47.690 2:45:48.162 2:45:49.561 2:45:49.852 2:45:49.854

林園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文山高中 高雄高工

8:17:27.004 8:17:31.666 8:17:32.542 8:17:35.839 8:17:36.563 8:17:52.463 8:19:24.841 8:20:08.876

龔暉仁 簡耘澤 張誌盛 李靖昌 陳立宸 蔡英傑 楊閎順 莊博尹

陳暐 陳柏宇 邱冠程 林羿廷 邱正昕 陳家豪 陳柏宏 蔡呈爵

龔裕哲 汪誠宇 邱翊宸 蘇柏蒼 張立昇 翁家茗 賴琮憲 王子端

李億祥 陳宥錡 許哲恩 湯哲維 張栩睿 張祐誠 陳釋維 黃義筌

林園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宜蘭高中

12 12 10 8 7 7 7 3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高男組  公路賽總錦標

高中男子組

16公里個人

公路計時賽

高中男子組

108公里個人

公路賽

高中男子組

108公里團隊

公路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屏東縣堤防路.屏東境內公路

比賽日期:109.3.28-3.29

裁判長:張景弘

起終點主任:王松輝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雷媖琇 蔡珮玟 吳婭弘 劉文萱 陳姵瑀 陳靖昀 陳芷榆 詹佳霓

100 730 249 17 100 995 177 38 100 874 951 92 100 866 002 67 100 832 325 49 100 178 532 36 100 874 960 04 100 995 076 34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林園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林園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20:01.315 20:08.238 20:17.328 20:20.963 20:22.871 21:36.112 22:22.369 22:23.892

賴佳琦 劉文萱 吳婭弘 陳芷榆 鄭念庭 陳靖昀 王楚儀 詹佳霓

100 730 261 29 100 866 002 67 100 874 951 92 100 874 960 04 100 874 958 02 100 178 532 36 100 995 092 50 100 995 076 34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林園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世界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2:05:08.660 2:05:10.894 2:05:11.408 2:05:15.378 2:11:49.016 2:11:52.540 2:13:50.857 2:13:50.915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林園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4:10:19.554 4:19:05.247 4:19:08.242 4:28:07.226

賴佳琦 吳婭弘 陳芷榆 陳姵瑀

劉文萱 江蓁翊 蔡珮玟 陳盈盈

鄭念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林園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31 13 12 5 2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公路賽總錦標

高中女子組

13公里個人

公路計時賽

高中女子組

66.5公里個

人公路賽

高中女子組

66.5公里團

隊公路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屏東縣堤防路.屏東境內公路

比賽日期:109.3.28-3.29

裁判長:張景弘

起終點主任:王松輝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王立宇 陳立宏 顏弘鈞 吳彥均 王品閎 卓躍 蕭良哲 章宥恩

100 995 155 16 - - - - - - 100 995 166 27

中壢國中 台中市立豐原國中隊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立清泉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中壢國中

22:18.403 23:17.461 23:19.836 23:32.914 23:49.073 23:51.881 24:25.757 24:59.887

顏弘鈞 高至毅 邱信維 陳立宏 朱建學 張雨生 陳煜凱 張伯亦

- - - - - - - -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鳳甲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台中市立豐原國中隊 新竹縣新豐國中 林園高中（國中部）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1:46:46.690 1:46:47.071 1:46:47.272 1:46:47.584 1:46:49.215 1:46:49.371 1:46:49.554 1:46:49.811

鳳甲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林園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5:20:33.944 5:20:38.574 5:20:41.792 5:20:52.166 5:20:59.522 5:21:02.316 5:21:03.400 5:21:06.145

高至毅 邱信維 朱建學 王品閎 張伯亦 張雨生 孫浩峻 顏弘鈞

葉軒佑 張柏瑜 吳源成 丁偉宸 楊丁澔 范展賓 謝元鑫 陳煜凱

張普登 謝帛勳 李文霖 廖晟伊 吳蔚熙 張峰翌 張鈞凱 郭庭瑋

林君瑋 周致磊 劉忠豪 陳則安 陳楓尉 卓明永 林子翔

鳳甲國中 大甲國中自由車隊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台中市立豐原國中隊 中壢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北市大理高中國中部

12 11 9 8 7 6 5 5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  公路賽總錦標

國中男子組

16公里個人

公路計時賽

國中男子組

66.5公里個

人公路賽

國中男子組

66.5公里團

隊公路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屏東縣堤防路.屏東境內公路

比賽日期:109.3.28-3.29

裁判長:張景弘

起終點主任:王松輝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林芷妍 溫彩彤 莊媛晰 李庭瑜 劉尚盈 許婷茵 李冠蓁 張琹惠

- - 100 995 127 85 - - - - -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屏東明正國中 臺中市光德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屏東竹田國中 員山國中

21:06.981 21:15.370 21:36.508 22:07.912 22:55.444 22:57.076 23:03.793 23:30.519

楊庭瑜 陳婕翎 張琹惠 劉尚盈 溫彩彤 林采芸 陳胤柔 宗欣凌

- - - - - 100 995 163 24 - -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員山國中 臺中市光德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中壢國中 豐南國中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1:35:15.291 1:35:23.676 1:35:24.963 1:35:25.072 1:35:26.059 1:35:26.666 1:35:35.878 1:35:45.736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光德國中 鳳甲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3:10:49.735 3:11:30.617 3:12:47.214 3:17:56.990

陳婕翎 劉尚盈 江少芊 朱恩慈

溫彩彤 林姿嫺 徐佳稜 陳慧綸

宗欣凌 林姿慧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臺中市清水國中隊 臺中市光德國中 中壢國中 員山國中 鳳甲國中 屏東明正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

20 14 10 5 4 4 3 3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公路賽總錦標

國中女子組

13公里個人

公路計時賽

國中女子組

41.4公里個

人公路賽

國中女子組

41.4公里團

隊公路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屏東縣堤防路.屏東境內公路

比賽日期:109.3.28-3.29

裁判長:張景弘

起終點主任:王松輝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李懿宸 何彥誼 龔裕哲 簡佑安 湯承岳 莊郁廉 陳瑞芳 蕭又銘

100 730 236 04 100 632 733 83 100 995 186 47 100 995 560 33 - 100 730 242 10 100 995 094 52 100 875 049 93

林園高中 宜蘭高中 林園高中 宜蘭高中 六龜高中(高中部) 林園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林園高中

51:03.163 51:25.128 52:21.360 -1圈 -1圈 -1圈 -1圈 -1圈
林宥榆 黃建順 陳暐翰 蕭融蔚 林金霖 湯承岳 洪緯安 李懿宸

100 459 925 32 - - - - - - 100 730 236 04

仁愛高農隊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北科附工 國立曾文農工 六龜高中(高中部) 苗栗縣全人實驗中學 林園高中
00:37.517 00:39.417 00:44.807 00:45.396 00:46.691 00:46.821 00:49.467 00:53.956

林園高中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宜蘭高中 仁愛高農隊 北科附工 六龜高中(高中部) 國立曾文農工

12 9 8 7 3 3 2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登山車賽總錦標

高中男子組

14.4公里越野賽

高中男子組

800公尺下坡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高雄大坪頂登山車場

比賽日期:109.3.30

裁判長:莫明傑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蔡珮玟 林巧媛 王鈴惠 陳芷榆

100 995 177 38 100 730 255 23 100 874 956 00 100 874 960 04

林園高中 楠梓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林園高中

34:35.185 36:43.006 38:56.612 40:53.636

黃佳佳
-

高雄市三信家商
00:55.461

林園高中 高雄市三信家商 楠梓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10 7 5 4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登山車賽總錦標

高中女子組

7.2公里越野賽

高中女子組

800公尺下坡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高雄大坪頂登山車場

比賽日期:109.3.30

裁判長:莫明傑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黃敬倫 魏允波 范展賓 楊承祐 張雨生 葉軒佑 許國彬 張峰翌

- - - - - - - -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光明國中 林園高中（國中部） 員山國中 林園高中（國中部） 鳳甲國中 屏東明正國中 林園高中（國中部）

39:58.432 41:10.226 42:31.775 43:25.697 -1圈 -1圈 -1圈 -2圈
魏允波 辜紹綸 劉子齊 吳彥甫 張普登 鄭元凱 顏振凱

- - - - - - -
光明國中 營北國中 高雄市立國昌國中(華興單車) 苗栗縣全人實驗中學 鳳甲國中 營北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00:40.250 00:42.199 00:42.398 00:49.102 00:50.996 01:10.995 01:29.039

光明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中 營北國中 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立國昌國中(華興單車) 苗栗縣全人實驗中學 員山國中 鳳甲國中

12 7 6 6 4 3 3 3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  登山車賽總錦標

國中男子組

10.8公里越野

賽

國中男子組

800公尺下坡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高雄大坪頂登山車場

比賽日期:109.3.30

裁判長:黃金弘

起終點主任:鄭詠謙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7 5 4 3 2 1
李易珊 張琹惠 徐佳稜 朱恩慈 江少芊 許芷瑄 賴歆媛 陳慧綸

100 995 188 49 - - - - - -

鳳甲國中 員山國中 鳳甲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鳳甲國中 礁溪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六龜高中(國中部)

34:00.073 36:25.159 -1圈 -1圈 -1圈 -1圈 -2圈 -2圈
黃佳萱 李易珊 江少芊 徐佳稜 朱恩慈 賴歆媛 高樺唲 謝惠芯

- 100 995 188 49 - - - - - -

忠孝國中 鳳甲國中 鳳甲國中 鳳甲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六龜高中(國中部) 鳳甲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00:49.642 01:12.189 01:38.609 01:46.872 01:58.493 02:09.813 03:09.918 04:09.178

鳳甲國中 忠孝國中 六龜高中(國中部) 員山國中 礁溪國中

25 7 6 5 1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登山車賽總錦標

國中女子組

7.2公里越野賽

國中女子組

800公尺下坡賽

團體總成績

名次

成績

名次
姓名

隊名
成績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高雄大坪頂登山車場

比賽日期:109.3.30

裁判長:黃金弘

起終點主任:鄭詠謙

記錄員:倫雅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