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何彥誼 李懿宸 龔裕哲 江勝山 楊鈞皓 李其縉

宜蘭培訓隊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林園高中 Giant Racing 林園高中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57'51"78 1'00'42"53 -1圈 -2圈 -2圈 -3圈

湯承曄 楊承祐 葉軒佑 范展賓 吳任璿 沈禹揚

林園高中 宜蘭培訓隊 文山高中 林園高中 林園高中
MORTOP紅

塵 Cycling

49'03"35 50'43"93 52'25"10 -1圈 -2圈 -3圈

蔡雅羽 陳姿吟 周佩霓 楊若芸 留菲 蔡季伶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宜蘭培訓隊

南寶樹脂港明

中學車隊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台中市MUD

車隊

52'04"52 56'32"51 -1圈 -2圈 -3圈 -3圈

李易珊

文山高中

 44’34”01

宜蘭培訓隊
南寶樹脂港

明中學車隊
林園高中 文山高中

Dan MTB

Racing新北市
Giant Racing

17 16 13 1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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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菁英組

男子青年組

女子菁英組

女子青年組

團體總成績

菁

英

賽



名次 選手號碼 選手姓名 單位 成績 加秒 圈數

1 038 何彥誼 宜蘭培訓隊 57'51"78

2 005 李懿宸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1'00'42"53

3 020 龔裕哲 林園高中  -1

4 007 江勝山 Giant Racing  -2

5 021 楊鈞皓 林園高中  -2

6 009 李其縉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3

7 008 劉家良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3

8 010 鄧煌勲 MORTOP紅塵 Cycling Team  -3

9 011 江思翰 小熊家族  -4

006 張鈞傑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菁英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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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22 湯承曄 林園高中 49'03"35

2 027 楊承祐 宜蘭培訓隊 50'43"93

3 025 葉軒佑 文山高中 52'25"10

4 023 范展賓 林園高中  -1

5 135 吳任璿 林園高中  -2

6 024 沈禹揚 MORTOP紅塵 Cycling Team  -3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男子青年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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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32 蔡雅羽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52'04"52

2 037 陳姿吟 宜蘭培訓隊 56'32"51

3 031 周佩霓 南寶樹脂港明中學車隊  -1

4 034 楊若芸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2

5 035 留菲 Dan MTB Racing新北市聯隊  -3

6 033 蔡季伶 台中市MUD車隊  -3

7 039 林巧媛 Bryton美利達  -3

8 040 陳俞欣 Bryton美利達  -3

DNF 036 潘菁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菁英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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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41 李易珊 文山高中  44’34”01

110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登山車越野賽(決賽)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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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