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邱信維 李靖烽 黃鈺瀚 黃鈺淳 鄭元凱 黃勳宥
大甲高中 日南國中 日南國中 日南國中 南投峻崎 南投峻崎

25'50"41 26'14"50 26'36"69 27'51"00 27'52"41 29'11"75

謝旺儒 吳柏鋒 林金霖 張雨生 葉毓哲 周建宇

林園高中 林園高中
南台灣OFF

ROAD團
林園高中

南台灣OFF

ROAD團

南台灣OFF

ROAD團

25'53"85 26'15"40 31'27"15 -2圈 -3圈

鄭翔仁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38'20"42

王皓正 潘憶紋 陳威豪 吳明穎

好動YEAH騎 台中三位
MORTOP紅塵

Cycling Team
好動YEAH騎

22'40"06 23'49"56 -1圈 -1圈

邱建宏 林柏呈 黃志軒 呂俊儀 余易龍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聯隊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台中三位 台中三位

南台灣OFF

ROAD團

17'14"11 20'04"90 21'09"46 21'15"11

郭志堅 陳昭志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22'59"66 -1圈

黃文欣 江少芊 陳妍衣 許芷瑄 朱恩慈 林家伃

日南國中 鳳甲國中 鳳甲國中 礁溪國中
六龜高中(國

中部)
礁溪國中

26'42"11 28'53"27 -1圈 -1圈 -1圈 -1圈

辜紹瑜
南投峻崎

31'06"80

許晴嵐
林園高中

27'52"34

林彥君 許見微 莊稪寧 廖芊嫺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聯隊

好動YEAH騎 烤肉硬塞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31'50"33 -1圈 -2圈 -2圈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林園高中 日南國中 南投峻崎 鳳甲國中

南台灣OFF

ROAD團

27 22 19 10 9 8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總成績表

項

目

   姓名           名

次

           隊名

項目          成績

女子30歲組

團體總成績

分

齡

組

男子13歲組

男子16歲組

男子20歲組

男子30歲組

男子40歲組

男子50歲組

女子13歲組

女子16歲組

女子20歲組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14 邱信維 大甲高中 25'50"41

2 109 李靖烽 日南國中 26'14"50

3 112 黃鈺瀚 日南國中 26'36"69

4 111 黃鈺淳 日南國中 27'51"00

5 104 鄭元凱 南投峻崎 27'52"41

6 103 黃勳宥 南投峻崎 29'11"75

7 102 吳承恩 林園高中 30'01"53

8 107 黃祥誌 員山國中  -1

9 101 劉子齊 南台灣OFF ROAD團  -1

10 110 施宏霖 日南國中  -1

11 120 黃威中 礁溪國中  -1

12 105 施順升 胖熊電腦  -1

13 108 林竣熙 鳳甲國中  -2

14 106 陳建宏 員山國中  -2

15 113 蔡昀達 日南國中  -2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13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5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36 謝旺儒 林園高中 25'53"85

2 134 吳柏鋒 林園高中 26'15"40

3 131 林金霖 南台灣OFF ROAD團 31'27"15

4 133 張雨生 林園高中 -1

5 132 葉毓哲 南台灣OFF ROAD團  -2

6 130 周建宇 南台灣OFF ROAD團  -3

DNF 026 辜紹綸 大甲高中  

DNF 028 游宸均 宜蘭培訓隊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16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6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41 鄭翔仁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38'20"42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2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7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51 王皓正 好動YEAH騎 22'40"06

2 150 潘憶紋 台中三位 23'49"56

3 156 陳威豪 MORTOP紅塵 Cycling Team -1

4 153 吳明穎 好動YEAH騎  -1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3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8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78 邱建宏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17'14"11

2 177 林柏呈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20'04"90

3 175 黃志軒 台中三位 21'09"46

4 174 呂俊儀 台中三位 21'15"11

5 176 余易龍 南台灣OFF ROAD團  -1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4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9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193 郭志堅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22'59"66

2 192 陳昭志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1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5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10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205 黃文欣 日南國中 26'42"11

2 203 江少芊 鳳甲國中 28'53"27

3 204 陳妍衣 鳳甲國中  -1

4 210 許芷瑄 礁溪國中  -1

5 201 朱恩慈 六龜高中(國中部)  -1

6 209 林家伃 礁溪國中  -1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13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1                                                                                                                                                         1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212 辜紹瑜 南投峻崎 31'06"80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16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1                                                                                                                                                         2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213 許晴嵐 林園高中 27'52"34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2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1                                                                                                                                                         3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224 林彥君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31'50"33

2 223 許見微 好動YEAH騎  -1

3 225 莊稪寧 烤肉硬塞  -2

4 221 廖芊嫺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2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30歲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1                                                                                                                                                         4

比賽地點:高雄市鳳山水庫登山車場地

比賽日期:110/9/25~9/26

裁判長：蕭清來  起終點主任：張景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