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世峰 楊勝凱 熊崇勛 羅偉譽 蔡佳勳 段承恩

臺中市隊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隊 高雄市聯隊

康世峰 楊勝凱 熊崇勛 羅心庭 段承恩 羅偉譽

臺中市隊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臺北市隊 高雄市聯隊 高雄市聯隊

馮俊凱 張誌盛 徐御凱 李廷威 劉恩杰 陳建良

巴林勝利隊 臺中市隊 新竹市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隊

馮俊凱 張誌盛 徐御凱 陳建良 彭源堂 虞子諒
巴林勝利隊 臺中市隊 新竹市隊 臺中市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191 144 137 127 122 108

臺中市隊 臺北市隊 新竹縣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場地同好會 SPDI

1'02"584 1'07"182 1'08"120 1'09"577 1'11"200 1'12"166

蕭世鑫 葉俊葳 李仁豪 何何皓 沈孟勳 李宗霖

楊勝凱 熊崇勛 陳嘉樺 陳玄曄 林義鈞 潘建儒

蔡佳勳 羅心庭 陳立宸 李廷威 廖歆迪 李宗霖

康世峰 梁騏富

臺中市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臺北市隊 新竹縣隊 SPDI 場地同好會

4'19"242 4'20"066 4'29"830 4'34"288 5'18"499 5'40"053

蕭世鑫 杜志濠 梁騏富 李文昭 李宗霖 張鈞傑

張誌盛 虞子諒 羅心庭 周書辰 潘建儒 沈孟勳

蔡佳勳 彭源堂 簡耘澤 陳逢霖 鍾少勇 林義鈞

陳建良 黃文忠 李東霖 陳立宸 白家銘 廖歆迪

王慈均 王歆婷 陳靖云 邱靜雯 雷媖琇 林巧媛

臺中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聯隊

王慈均 王歆婷 賴佳琦 陳靖云 林巧媛 陳俞欣

臺中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隊 高雄市聯隊 高雄市Bryton

黃亭茵 曾可妡 邱聖芯 賴佳琦 劉文萱 張婷婷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太平洋車隊

曾可妡 劉文萱 雷媖琇 邱聖芯 張婷婷 張詠葳

臺中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聯隊 太平洋車隊 高雄市Bryton

149 121 121 117 104 53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隊

1'12"785 1'15"947 1'11"272

黃亭茵 賴佳琦 陳靖云

邱靜雯 雷媖琇 蕭美玉

林巧媛 王歆婷 王慈均

臺中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5'06"735 5'15"561

陳靖云 賴佳琦

蕭美玉 劉文萱

王慈均 雷媖琇

曾可妡 王歆婷

臺中市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隊 巴林勝利隊 台北市哥倫布車隊

91 36 35 20 14 14

男子

菁英

女子

菁英

爭先賽

競輪賽

集體出發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團隊追逐賽
隊伍數不足，

故不未列入團

隊積分

康世峰資格

賽破大會紀

錄10"416

團體總成績

爭先賽

集體出發賽

團隊追逐賽

臺中市隊破

大會紀錄4

分20秒039

競輪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第一名 第二名 備註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10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菁英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臺中市鰲峰山自由車場

裁判長：蕭清來

比賽日期：110.8.22-23

成績組：潘惠清



鄭丞凱 黃敬倫 黃永傑 宋承憲 李韋辰 翁家茗

新竹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聯隊 桃園市聯隊 Faith Gear 新竹市隊

許仕儒 黃敬倫 宋承憲 黃永傑 崔皓恩 鄭丞凱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桃園市聯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隊

許仕儒 李靖昌 林鉉倫 汪誠宇 張立昇 王昕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高雄市聯隊 高雄市聯隊 臺北市隊 新竹縣隊 新竹市世界高中

李靖昌 郭文川 張祐誠 賴竑宇 張立昇 陳家豪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縣隊 新竹市隊

142 112 109 104 102 100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新竹市隊 桃園市聯隊 臺北市隊 新竹縣隊

1'04"497 1'05"156 1'07"558 1'08"699 1'12"240 1'13"192

林鉉倫 黃敬倫 鄭丞凱 宋承憲 林威志 謝竣綺

李靖昌 崔皓恩 翁家茗 張育誠 陳柏宇 彭成恩

黃永傑 許仕儒 陳家豪 黃語宸 汪誠宇 林宥翔

蔣更璿 謝竣綺 丁國展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隊 臺北市隊 新竹市隊 新竹縣隊 臺北市西松高中

4'32"510 4'33"640 4'39"438 4'42'124 4'51"437 5'02"163

林鉉倫 陳瑞芳 陳柏宇 張祐誠 邱正昕 丁國展

李靖昌 黃昱承 張哲維 陳家豪 張立昇 李彥葳

湯哲維 郭文川 汪誠宇 邱煜程 謝竣綺 洪宸緯

鄭宇倫 賴竑宇 陳欣武 沈昊熏 林宥翔 杜旻翰

吳婭弘 陳靖昀 江蓁翊 陳盈盈

新竹縣隊 新竹市隊 新竹縣隊 臺北市隊

陳靖昀 江蓁翊 陳盈盈

新竹市隊 新竹縣隊 臺北市隊
臺中市大甲

高中隊
高雄市聯隊 新竹市隊 新竹縣隊 臺北市隊 桃園市聯隊

44 37 33 23 16 10

女子

青年

男子

青年

集體出發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團隊追逐賽

團體總成績

爭先賽

競輪賽

第一名 第二名 備註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競輪賽

集體出發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10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青年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臺中市鰲峰山自由車場

裁判長：蕭清來

比賽日期：110.8.22-23

成績組：潘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