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敬倫 宋承憲 李韋辰 蔣更璿 黃語宸 曾奕維
臺中市大甲高中 桃園市聯隊 新北市自由車代表隊 新竹市隊 桃園市聯隊 新竹市隊

宋承憲 黃敬倫 李韋辰 姜建生 江承瑋 黃語宸

桃園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新北市自由車代表隊 新竹市隊 桃園市聯隊 桃園市聯隊

黃少甫 陳家豪 陳則安 陳欣武 周席瑞 張育誠

高雄市聯隊 新竹市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台北市自由車協會 臺中市大甲高中 桃園市聯隊

陳家豪 張祐誠 王立宇 黃少甫 李定曄 廖晟伊

新竹市隊 新竹市隊 桃園市聯隊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137 135 120 106 101 100
臺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隊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桃園市聯隊 台北市自由車協會 高雄市聯隊

1'07"490 1'07"919 1'09"021 1'09"365 1'10"659 1'13"550

黃敬倫 蔣更璿 丁偉宸 張育誠 丁國展 黃少甫

謝元鑫 曾奕維 宋韋漢 王立宇 陳欣武 賴子睿

李定曄 姜建生 胡瀚文 江承瑋 李彥葳 王伯倫

黃語宸

宋承憲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新竹市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桃園市聯隊

追及對方 被追及 追及對方 被追及

譚啟倫 王昕 顏弘鈞 黃語宸

廖晟伊 簡秉豐 謝元鑫 宋承憲

蕭良哲 曾奕維 周席瑞 張育誠

陳則安 蘇鎮緯 李定曄 江承瑋

丁偉宸 張祐誠 王立宇

洪宸緯 陳家豪

李雅熏 林芷妍 翁易帆 王詩喬

桃園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聯隊 桃園市聯隊

李雅熏 林芷妍 翁易帆 王詩喬

桃園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聯隊 桃園市聯隊

團隊追逐賽

女子

青年

爭先賽
李雅熏資格賽

破大會紀錄

12"498

競輪賽

第六名 備註

男子

青年

爭先賽

競輪賽

集體出發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11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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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3

成績組：潘惠清



康世峰 蕭世鑫 楊勝凱 蔡佳勳 熊崇勛 葉俊葳

臺中市大甲高中 Bryton Racing Team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康世峰 蕭世鑫 熊崇勛 蔡佳勳 楊勝凱 葉俊葳
臺中市大甲高中 Bryton Racing Team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馮俊凱 張誌盛 盧紹軒 簡耘澤 林瑞軒 徐悅修
巴林勝利美利達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Bryton Racing Team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運動局

馮俊凱 張誌盛 陳玄曄 許仕儒 李靖昌 李廷威
巴林勝利美利達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捷安特哥倫布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聯隊 捷安特哥倫布

248 236 206 150 130 100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高雄市聯隊 捷安特哥倫布 桃園市隊

1'01"038 1'04"200 1'06"314 1'09"895 1'10"234

楊勝凱 羅心庭 劉恩杰 陳俊名 張鈞傑

康世峰 熊崇勛 段承恩 何何皓 曾嘉頡

蔡佳勳 葉俊葳 黃永傑 黃文忠 李宗霖

李東霖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大甲高中 捷安特哥倫布 桃園市隊

4'35"933 4'43"500 追及對方 被追及

林鉉倫 張誌盛 何何皓 張鈞傑

李靖昌 林瑞軒 陳玄曄 曾嘉頡

李東霖 許仕儒 李廷威 沈孟勲

簡耘澤 郭文川 黃文忠 李宗霖

劉恩杰 陳俊名

王慈均 蕭美玉 陳靖云 王歆婷 林巧媛 邱靜雯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運動局 臺中市運動局 高雄市聯隊 高雄市聯隊

蕭美玉 王慈均 陳靖云 王歆婷 邱靜雯 邱聖芯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運動局 臺中市運動局 高雄市聯隊 Bryton Racing Team

曾可妡 黃亭茵 邱聖芯 賴佳琦 劉文萱
臺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聯隊 Bryton Racing Team 臺中市運動局 臺中市運動局

黃亭茵 劉文萱 賴佳琦 邱聖芯 蔣佳紋
高雄市聯隊 臺中市運動局 臺中市運動局 Bryton Racing Team 高雄市隊

159 131 127 108 56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運動局 高雄市聯隊

47"259 48"976 49"830

蕭美玉 陳靖云 黃亭茵

王慈均 王歆婷 林巧媛

臺中市大甲

高中
高雄市聯隊 桃園市聯隊 新竹市隊 臺中市運動局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128 56 45 34 34 29
團體總成績

競輪賽

集體出發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團隊競速賽

團隊追逐賽

女子

菁英

爭先賽

第六名 備註

男子

菁英

爭先賽

康世峰資格

賽破大會紀

錄10"416

競輪賽

集體出發賽

全能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11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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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3

成績組：潘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