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新竹縣竹東國中

3'53"469 3'55"255 3'55"255 3'55"706 4'02"533 4'36"65
梁祐誠 謝欣育 鄭智隆 張珅浩 莊粨筌 彭名揚
林劭修 許志瑋 林聖輝 黎羿麟 張嘉仁 張維軒
陳建州 康世峰 劉庭宇 莊承圜 葉坤承 黃宗得
張軒維 酆文皓 洪仲毅 黃冠霖 郭忠祐 劉玟慶
康世峰 吳孟修 江彥槿 黃凱宏 汪宏霖 張維軒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竹東國中

37"885 38"081 38"331 38"637 39"068 39"871
梁祐誠 林聖輝 莊粨筌 王健宇 李權益 李勁毅

台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新竹市光武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莊粨筌 陳建州 黎羿麟 張軒維 許志瑋 楊奇霖
新竹市建華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2'38"296 2'38"338 2'40"799 2'44"418 2'44"232 2'45"785

康世峰 黃至平 酆文皓 黃宗得 李勁毅 江彥槿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縣竹東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黃至平 酆文皓 楊奇霖 莊承圜 吳孟修 林子原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49"490 49"800 50"053 53"396 51"868 52"193
康世峰 梁祐誠 李勁毅 汪宏霖 莊粨筌 李權益
吳孟修 黃至平 江彥槿 洪仲毅 葉坤承 楊奇霖
酆文皓
張珅浩 林聖輝 黎羿麟 陳建州 鄭智隆 莊承圜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16 12 11 8 7 5
邱律誠 龔啟賢 江偉豪 陳柏源 賴成冠 李政緯

高雄市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林園高中(國中部) 宜蘭縣員山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3'11"67 3'14"64 3'19"80 3'41"21 3'42"45 3'42"83
江偉豪 李其縉 陳建州 陳柏源 邱律誠 謝欣育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日南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外埔國中

50'15"93 50'56"82 51'58"62 52'25"09 52'58"81 54'44"78
盧囿爭 劉庭瑋 張珅浩 李勁毅 李光旻 張軒維

屏東縣公正國中 屏東縣萬丹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2:10:01.39 2:10:01.62 2:10:01.91 2:10:02.14 2:10:02.37 2:10:02.56
新竹縣新豐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日南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06:30:08.36 06:30:15.77 06:30:16.47 06:30:17.49 06:42:53.14 07:12:17.04
張珅浩 李光旻 劉庭宇 許志瑋 張軒維 郭忠祐
李勁毅 江偉豪 洪仲毅 謝欣育 黃凱宏 張嘉仁
黃冠霖 陳柏源 汪宏霖 梁益彰 林劭修 葉坤承
江彥槿 李政緯 林聖輝 酆文皓 劉修宏

台中市日南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國中部)

60 53 51 29 25 19

團隊公路賽

(84.5公里)

團體總成績

12公里

領先計分賽

1公里

下坡賽

12公里

越野賽

個人公路賽

(84.5公里)

爭先賽

競輪賽

團隊競速賽

500m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男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三公里

團隊追逐賽

前三名隊伍資

格賽

(3'47"369/3'4

7"671/3'38"54

1)均打破大會

紀錄3'50"479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道路、楠梓自由車場、高雄林園清水巖 

比賽日期：101.2.24~27 

裁 判 長：蕭清來、李莉加          

記 錄 員：李姿萍、李莉加、楊惠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4'46"513 4'51"346 4'56"649 5'15"299
陳建良 羅偉譽 黃俊逸 柯譯淳
盧紹軒 熊凱文 莊汶諺 陳伯瑋
張文華 劉恩杰 粘勝閎 黃聖淵

張閎博 林孟緯 葉治鈞 郭家政

高邦傑 于楷

熊凱文 郭家政 呂昕達 周睿騏 張文華 葉治鈞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1'10"588 1'10"625 1'11"256 1'13"047 1'13"592 1'15"304
莊汶諺 盧紹軒 熊凱文 林孟緯 戴銘嶔 于楷

新竹市世界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陳建良 劉恩杰 黃俊逸 粘勝閎 陳永倫 李國誠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3'49"958 3'58"751 追及對方 被追及 4'04"558 4'11"09
羅偉譽 郭家政 潘承緯 戴銘嶔 呂韋霖 呂昕達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中山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海青工商

羅偉譽 周睿騏 呂韋霖 陳伯瑋 陳彥廷 潘承緯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46"320 46"415 47"623 48"313
呂韋霖 陳建良 戴銘嶔 黃聖淵
羅偉譽 周睿騏 潘承緯 郭家政
熊凱文

陳建良 劉恩杰 盧紹軒 黃俊逸 林孟緯 粘勝閎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33 21 14 10 7 3
江勝山 謝昌融 黃聖淵 陳立群 黃冠宗 劉啟宇

桃園縣啟英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台南市德光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台北市內湖高工

2'13"96 2'31"54 2'38"05 2'39"04 2'39"93 2'50"23
江勝山 鄭仲閔 謝昌融 陳書庭 吳秉達 邱建榮

桃園縣啟英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1:01'04"64 1:06'09"41 1:07'50"83
劉恩杰 粘勝閎 盧紹軒 鄭仲閔 陳建良 戴銘嶔

高雄市海青工商 新竹市世界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2:02:38.49 2:02:38.78 2:02:39.11 2:02:39.37 2:02:39.60 2:02:50.11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海青工商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06:08:09.88 06:08:19.39 06:08:22.31 06:11:46.11 06:27:06.60
盧紹軒 粘勝閎 劉恩杰 鄭仲閔 陳伯瑋
陳建良 戴銘嶔 林孟緯 張簡詩育 柯譯淳
張閎博 葉治鈞 葉耕宇 鄭安智 郭家政

1公里

下坡賽

18公里

越野賽

個人公路賽

(84.5公里)

團隊公路賽

(84.5公里)

爭先賽

競輪賽

團隊競速賽

16公里

領先計分賽

一公里

個人計時賽

集體出發賽

三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男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四公里

團隊追逐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林念穎 黃俊逸 陳志瑜 陳書庭 黃聖淵
高雄市海青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桃園縣啟英高中

77 61 48 28 25 14團體總成績

比賽地點：高雄市道路、楠梓自由車場、高雄林園清水巖 

比賽日期：101.2.24~27 

裁 判 長：蕭清來、李莉加          

記 錄 員：李姿萍、李莉加、楊惠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張瑤 鄭嘉慧 王慈均 王筱筑 李佳芸 林妙芳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39"482 41"338 42"163 42"592 42"728 42"935
徐思妍 吳雨庭 陳怡朱 林詩璇 簡誼鈞 吳姿萱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新竹市建華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張瑤 鄭嘉慧 林妙芳 李佳芸 王慈均 王筱筑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吳雨庭 徐思妍 郭念雯 黎晏真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3'00"044 3'07"605 3'06"617 3'07"736
新竹縣新豐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鳳甲國中

54"648 55"038 56"204 56"747 58"553 59"091
張瑤 李佳芸 徐思妍 黎晏真 郭念雯 簡誼鈞

吳雨庭 王慈均 鄭嘉慧 林妙芳 周璇 邱百萱

邱智筠 郭念雯 王筱筑 王慈均 林昱綺 簡誼鈞

高雄市大社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北市陽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鳳甲國中

3'25"54 4'08"35 4'29"68 4'48"80 4'50"42 4'56"06
郭念雯 王莉凱 陳怡朱 李思嫻 徐思妍 周璇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41'07"59 42'57"09 47'28"37 47'44"87 48'32"97 49'47"39
張瑤 郭念雯 黎晏真 林綵婕 王莉凱 吳雨庭

新竹縣新豐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屏東縣東新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新竹縣新豐國中

01:26:18.24 01:26:18.59 01:26:18.99 01:26:19.40 01:26:19.75 01:26:20.15
新竹縣新豐國中 高雄市楠梓國中 宜蘭縣員山國中 台中市清泉國中 台中市外埔國中 高雄市大社國中

41 35 27 27 23 7

8公里

越野賽

個人公路賽

(47.3公里)

團體總成績

團隊競速賽

1公里

下坡賽

集體出發賽

爭先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國中女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500公尺

個人計時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道路、楠梓自由車場、高雄林園清水巖 

比賽日期：101.2.24~27 

裁 判 長：蕭清來、李莉加          

記 錄 員：李姿萍、李莉加、楊惠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7 5 4 3 2 1

鄭宇秀 許雅涵 鄭雅文 王京玉 何翊慈

高雄市中山工商 新竹縣仰德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宜蘭縣蘭陽女子高中

38"962 40"272 42"190 45"119 46"360
洪鈺婷 謝易容 李詩璇 李姿穎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洪鈺婷 林俐瑩 鄭雅文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許雅涵 鄭宇秀 王京玉

新竹縣仰德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台中市大甲高中

二勝一負 一勝二負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楠梓高中

52"694 53"106 57"023
林怡如 鄭宇秀 李詩璇

洪鈺婷 鄭雅文 林俐瑩

林怡如 林俐瑩 卓筱晴 何翊慈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宜蘭縣蘭陽女子高中

2'55"587 3'10"496 3'06"839 3'14"093
林怡如 李詩璇 卓筱晴 謝易容 李姿穎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23 12 11 11 9
陳怡孜 鄭雅文 張筑媁 鄭宇秀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3'26"26 3'36"10 3'47"78 4'07"34
陳怡孜 張筑媁

高雄市林園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59'09"51 1:09'47"01
林怡如 李詩璇 卓筱晴 許雅涵 陳怡孜 謝易容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楠梓高中 台中市大甲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02:21:24.52 02:21:26.11 02:28:11.64 02:30:22.37 02:32:35.41 02:35:45.84
台中市大甲高中 高雄市中山工商 高雄市楠梓高中 高雄市林園高中 新竹縣仰德高中 新竹市世界高中

61 33 33 25 15 9

12公里

 領先計分賽

1公里

下坡賽

12公里

越野賽

84.5公里

個人公路賽

團體總成績

6km集體出發

賽

競輪賽

爭先賽

團隊競速賽

二公里

個人追逐賽

中華民國10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 總成績表

備註

500公尺

個人計時賽

名次 
姓名 

單位 
成績` 項目 

比賽地點：高雄市道路、楠梓自由車場、高雄林園清水巖 

比賽日期：101.2.24~27 

裁 判 長：蕭清來 李莉加          



裁 判 長：蕭清來、李莉加          

記 錄 員：李姿萍、李莉加、楊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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