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錄

邱靜雯 陳靖云 王玉侖 黃思涵 邱智筠 黃靖蔓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苗栗縣隊

二勝 二勝

邱靜雯 邱智筠 黃思涵 陳靖云 王玉侖 黃靖蔓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苗栗縣隊

邱靜雯 陳靖云 邱智筠 王玉侖 黃思涵 雲子芳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38"867 40"369 41"131 41"157 42"980 44"299

曾至鴻 嚴浩維 巫建昕 游智偉 黎羿廷 張耿豪

台中市隊 台北市隊 台中市隊 中壢達得勝車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11"349 11"686 11"984 12"012 12"085 12"510

劉維軒 巫建昕 楊欣翰 鄒孟哲 羅心庭 黎羿廷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曾至鴻 羅心庭 吳欣倫 彭碁華 林文品 徐子恩

台中市隊 台北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1'09"916 1'10"965 1'11"240 1'12"224 1'13"771 1'16"265

李文昭 陳志政 劉維軒 陳欣佐 萬書亨 李靖祥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市隊 申騰美利達

追及 被追及 3'48"863 3'58"054 3'55"869 4'00"925

吳欣倫 李文昭 鄒孟哲 黃冠霖 萬書亨 李靖祥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市隊 申騰美利達

17 16 11 5 3 2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台北市隊

1'06"070 1'07"505 1'09"063 1'09"713

劉維軒 曾至鴻 吳欣倫 嚴浩維

鄒孟哲 楊欣翰 黎羿廷 羅心庭

李靖祥 巫建昕 張耿豪 陳玄曄

黃亭茵 張    瑤 鄭嘉慧 洪鈺婷 王慈均 林嘉慧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新竹縣隊

二勝 二勝

黃亭茵 鄭嘉慧 張    瑤 洪鈺婷 林嘉慧 王慈均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縣隊 台中市隊

黃亭茵 曾筱嘉 林怡如 李佳芸 張    瑤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4'04"138 4'17"607 4'17"812 4'19"844 4'24"703

羅偉譽 李勁毅 廖歆迪 陳彥廷 溫海濤 白家銘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11"164 11"215 11"581 11"645 11"975 12"127

陳彥廷 李勁毅 郭家政 林楷哲 蔡韶宇 廖歆迪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SPDI－DARE

熊凱文 許元耕 白家銘 李盈漢 李俊諺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TrackFever 同好會

5'34"612 5'36"841 5'37"989 5'41"532 5'39"544

林聖輝 劉恩杰 鍾政勳 丁正昌 何蘊倫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台北市隊

239 223 197 182 165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TrackFever 同好會

4'49"918 5'03"781 5'19"817

熊凱文 梁騏富 李盈漢

劉恩杰 何蘊倫 丁正昌

羅偉譽 林翰博 沈孟勳

林聖輝 許元耕 李俊諺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台北市隊

1'05"037 1'06"417 1'09"003 1'12"017 1'13"149

熊凱文 李勁毅 白家銘 李盈漢 梁騏富

羅偉譽 林楷哲 廖歆迪 潘建儒 許元耕

郭家政 溫海濤 蔡韶宇 李俊諺 林翰博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台北市隊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157 81 57 27 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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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先賽

4公里團隊

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個人追逐賽

競輪賽

個人追逐賽

爭先賽

競輪賽

團隊競速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賽

團體總成績

備註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競輪賽

領先計分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爭先賽

競輪賽

個人計時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05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總成績表 



回目錄

邱靜雯 邱智筠 黃思涵 陳靖云 王玉侖 黃靖蔓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苗栗縣隊

邱靜雯 陳靖云 王玉侖 黃思涵 邱智筠 黃靖蔓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苗栗縣隊

邱靜雯 陳靖云 邱智筠 王玉侖 黃思涵 雲子芳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38"867 40"369 41"131 41"157 42"980 44"299

個人計時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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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05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自由車場       比賽日期：105.6.06~07 

 

裁判長：蕭清來           記錄員：楊惠文、楊惠媫 



回目錄

黃亭茵 鄭嘉慧 張    瑤 洪鈺婷 林嘉慧 王慈均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縣隊 台中市隊

黃亭茵 張    瑤 鄭嘉慧 洪鈺婷 王慈均 林嘉慧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新竹縣隊

黃亭茵 曾筱嘉 林怡如 李佳芸 張    瑤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4'04"138 4'17"607 4'17"812 4'19"844 4'24"703

第一名 第二名 備註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個人追逐賽

爭先賽

競輪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05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女子菁英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自由車場       比賽日期：105.06.06-07 

 

裁判長：蕭清來           記錄員：楊惠媫 



回目錄

曾至鴻 羅心庭 吳欣倫 彭碁華 林文品 徐子恩

台中市隊 台北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1'09"916 1'10"965 1'11"240 1'12"224 1'13"771 1'16"265

劉維軒 巫建昕 楊欣翰 鄒孟哲 羅心庭 黎羿廷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台中市隊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吳欣倫 李文昭 鄒孟哲 黃冠霖 萬書亨 李靖祥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市隊 申騰美利達

17 16 11 5 3 2

李文昭 陳志政 劉維軒 陳欣佐 萬書亨 李靖祥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市隊 申騰美利達

追及 被追及 3'48"863 3'58"054 3'55"869 4'00"925

曾至鴻 嚴浩維 巫建昕 游智偉 黎羿廷 張耿豪

台中市隊 台北市隊 台中市隊 中壢達得勝車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台中市隊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台北市隊

1'06"070 1'07"505 1'09"063 1'09"713

劉維軒 曾至鴻 吳欣倫 嚴浩維

鄒孟哲 楊欣翰 黎羿廷 羅心庭

李靖祥 巫建昕 張耿豪 陳玄曄

個人計時賽

領先計分賽

競輪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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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男子青年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自由車場       比賽日期：105.6.6~7 

 

裁判長：蕭清來           記錄員：楊惠文、楊惠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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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譽 李勁毅 廖歆迪 陳彥廷 溫海濤 白家銘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陳彥廷 李勁毅 郭家政 林楷哲 蔡韶宇 廖歆迪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SPDI－DARE

熊凱文 許元耕 白家銘 李盈漢 李俊諺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TrackFever 同好會

5'34"612 5'36"841 5'37"989 5'41"532 5'39"544

林聖輝 劉恩杰 鍾政勳 丁正昌 何蘊倫

申騰美利達 申騰美利達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台北市隊

239 223 197 182 165

申騰美利達 新竹縣仰德高中隊 SPDI－DARE TrackFever 同好會 台北市隊

1'05"037 1'06"417 1'09"003 1'12"017 1'13"149

熊凱文 李勁毅 白家銘 李盈漢 梁騏富

羅偉譽 林楷哲 廖歆迪 潘建儒 許元耕

郭家政 溫海濤 蔡韶宇 李俊諺 林翰博

申騰美利達 台北市隊 TrackFever 同好會

4'49"918 5'03"781 5'19"817

熊凱文 梁騏富 李盈漢

劉恩杰 何蘊倫 丁正昌

羅偉譽 林翰博 沈孟勳

林聖輝 許元耕 李俊諺

個人追逐賽

競輪賽

第一名 第二名 備註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爭先賽

全能賽

團隊競速賽

團隊追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105年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男子菁英組   總成績表 

比賽地點：新竹市立自由車場       比賽日期：105.6.6~7 

 

裁判長：蕭清來           記錄員：楊惠文、楊惠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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