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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個 隊編 隊名 組別 個編 姓名 性別 尺寸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1 刁樹信 男 男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2 吳玉華 男 女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3 李興方 男 男2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4 李躍進 男 男2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5 周建新 男 男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45組 1006 韋旭梅 男 女S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7 秦家保 男 男M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8 高鹿生 男 男M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09 梁汝剛 男 男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10 賈豐 男 男2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11 廖陸貴 男 男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12 謝文才 男 男M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M50組 1013 鐘楊超 男 男2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1 朱燕全 女 女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2 翁鐘鳴 女 女2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3 曾明明 女 女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4 湯妞玲 女 女S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5 黃海英 女 女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6 楊海亮 女 女M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7 歐秀花 女 女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8 嶽玉 女 女XL

團體 1 捷安特自行車俱樂部 W40組 2009 蘇秀萍 女 女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45組 1014 何向陽 男 男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15 吳久學 男 男M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16 周波 男 男S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17 袁永全 男 男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18 陳光遠 男 男M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45組 1019 陳萬偉 男 男M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0 童咸弟 男 男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1 馮兆明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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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2 黃志強 男 男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3 劉紹虎 男 男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4 潘春勇 男 男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45組 1025 蔡小智 男 男2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45組 1026 繆成剛 男 男M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7 魏田志 男 男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M50組 1028 羅秀鈿 男 男2XL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W40組 2010 王文英 女 女M

團體 2 遵義市自行車協會 W40組 2011 張林容 女 女S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45組 1029 吳兆堂 男 男XL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40組 1030 吳兆豐 男 男XL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20組 1031 林宏賢 男 男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40組 1032 林俊賢 男 男L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45組 1033 姜力 男 男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45組 1034 曾振豐 男 男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50組 1035 楊正財 男 男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M20組 1036 盧承坤 男 男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40組 2012 林心榆 女 女S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20組 2013 陳文蕙 女 女M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30組 2014 傅楷淇 女 女L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30組 2015 劉書伶 女 女S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40組 2016 蔡妙玲 女 女XS

團體 3 捷安特竹南店 W30組 2017 賴思怡 女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1037 James Rogers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1038 王國慶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1039 吳長洵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1040 周邦威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25組 1041 徐建誠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1042 張玉山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1043 張榮 男 男M

-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 總11頁 / P2



 2018日月潭Come!Bikeday 11/17 潭南部落挑戰 50K 參加者名單

團/個 隊編 隊名 組別 個編 姓名 性別 尺寸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0組 1044 郭正杰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1045 陳百清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40組 1046 彭思維 男 男S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1047 彭柏嶸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40組 1048 謝榮木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W30組 2018 莊怡君 女 女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49 巴春雷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0 王建斌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45組 1051 王海軍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2 田學東 男 男M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20組 1053 朵發明 男 男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4 孫愛麗 男 女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5 孫龍旗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6 孫濤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7 渭德生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M50組 1058 赖寶平 男 男2XL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W40組 2019 平海英 女 女M

團體 5 青海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W40組 2020 辛雲玲 女 女M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59 李明昌 男 男M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0組 1060 林志明 男 男L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61 洪琮琪 男 男S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62 高繹荃 男 男XL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63 張國源 男 男L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0組 1064 張嘉賢 男 男S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0組 1065 陳得年 男 男XL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66 陳億年 男 男M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M45組 1067 鄭春長 男 男L

團體 6 皮在癢車隊 W40組 2021 洪淑貞 女 女L

團體 7 FUJI-STEPTEAM M35組 1068 丁正昌 男 男M

團體 7 FUJI-STEPTEAM M35組 1069 李俊諺 男 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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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7 FUJI-STEPTEAM M30組 1070 李偉誠 男 男L

團體 7 FUJI-STEPTEAM M20組 1071 蔡英傑 男 男XS

團體 7 FUJI-STEPTEAM M35組 1072 蔡韶宇 男 男M

團體 7 FUJI-STEPTEAM M25組 1073 謝政穎 男 男M

團體 7 FUJI-STEPTEAM M25組 1074 謝嘉修 男 男XS

團體 8 RUC M30組 1075 何彥均 男 男M

團體 8 RUC M35組 1076 陳子明 男 男L

團體 8 RUC M35組 1077 陳運正 男 男M

團體 8 RUC M40組 1078 楊名翔 男 男XL

團體 8 RUC M30組 1079 葉金富 男 男L

團體 8 RUC M30組 1080 劉思延 男 男XL

團體 8 RUC M35組 1081 戴金利 男 男L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0組 1082 徐千芳 男 男S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0組 1083 張瑋仁 男 男L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5組 1084 黃慶雄 男 男L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0組 1085 詹紘銘 男 男M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5組 1086 盧弘翔 男 男S

團體 9 SGSNevergiveup M30組 1087 羅振宇 男 男M

團體 10 SPEEDACE M35組 1088 吳沐桓 男 男2XL

團體 10 SPEEDACE M20組 1089 陳彥新 男 男M

團體 10 SPEEDACE M50組 1090 鄭新輝 男 男L

團體 10 SPEEDACE M35組 1091 簡士翔 男 男L

團體 10 SPEEDACE W40組 2022 簡珮宇 女 女M

團體 10 SPEEDACE W30組 2023 簡敬芳 女 女S

團體 11 CrazyBikeCrazyLife M50組 1092 吳樹德 男 男S

團體 11 CrazyBikeCrazyLife M45組 1093 洪維澤 男 男M

團體 11 CrazyBikeCrazyLife M50組 1094 賴佑文 男 男L

團體 11 CrazyBikeCrazyLife W30組 2024 張碧蘭 女 女XS

團體 12 TW高強DO M35組 1095 張介昕 男 男M

團體 12 TW高強DO M35組 1096 馮瑞生 男 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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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12 TW高強DO M40組 1097 簡緯澤 男 男M

團體 12 TW高強DO W40組 2025 張嘉文 女 女S

團體 13 吃喝騎樂隊 M35組 1098 吳濬宇 男 男S

團體 13 吃喝騎樂隊 M35組 1099 張志明 男 男M

團體 13 吃喝騎樂隊 M35組 1100 羅譯顯 男 男XL

團體 13 吃喝騎樂隊 W40組 2026 練美玲 女 女M

團體 14 玩三鐵 M50組 1101 曾瑞祥 男 男XL

團體 14 玩三鐵 M50組 1102 賀恭孝 男 男M

團體 14 玩三鐵 M50組 1103 詹朝宗 男 男M

團體 14 玩三鐵 M50組 1104 劉育萍 男 男L

團體 15 柑仔好朋友 M35組 1105 李劭軒 男 男L

團體 15 柑仔好朋友 M30組 1106 謝文瀚 男 男L

團體 15 柑仔好朋友 W30組 2027 林佩瑤 女 男L

團體 15 柑仔好朋友 W30組 2028 謝季霖 女 女2XL

團體 16 常春藤車隊 M50組 1107 毛世傑 男 男M

團體 16 常春藤車隊 M20組 1108 張哲維 男 男M

團體 16 常春藤車隊 M20組 1109 彭宥憲 男 男L

團體 16 常春藤車隊 M20組 1110 謝皓仁 男 男M

團體 17 復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50組 1111 李博文 男 男S

團體 17 復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50組 1112 曾志偉 男 男M

團體 17 復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40組 2029 周秀枝 女 女S

團體 17 復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40組 2030 陳燕玲 女 女M

團體 18 興隆毛巾 M45組 1113 林穎健 男 男L

團體 18 興隆毛巾 M40組 1114 馬崑振 男 男XL

團體 18 興隆毛巾 W40組 2031 吳信瑤 女 女XL

團體 18 興隆毛巾 W40組 2032 周曉芳 女 女L

團體 19 龜裂蛇自行車 M40組 1115 徐一志 男 男M

團體 19 龜裂蛇自行車 M45組 1116 徐瑋鑫 男 男L

團體 19 龜裂蛇自行車 M30組 1117 陳泳宏 男 男L

團體 19 龜裂蛇自行車 M35組 1118 陳冠豪 男 男2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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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20 蘆竹飛輪 M30組 1119 林裕章 男 男L

團體 20 蘆竹飛輪 M30組 1120 柯震宇 男 男XL

團體 20 蘆竹飛輪 M30組 1121 陳敬昊 男 男M

團體 20 蘆竹飛輪 M40組 1122 黃慶豐 男 男L

團體 21 JO愛騎 W30組 2033 林佳慧 女 女XL

團體 21 JO愛騎 W40組 2034 葉美娟 女 女S

團體 21 JO愛騎 W40組 2035 蘇靖雯 女 女XL

團體 22 大驊車隊 M35組 1123 王文平 男 男2XL

團體 22 大驊車隊 M35組 1124 姜禮倫 男 男M

團體 22 大驊車隊 M40組 1125 賴彥任 男 男2XL

團體 23 地球防衛隊 M35組 1126 吳鈞豪 男 男XL

團體 23 地球防衛隊 M35組 1127 阮豊棋 男 男L

團體 23 地球防衛隊 W30組 2036 鄔琦琪 女 男S

團體 24 阿斯摩 M40組 1128 張博凱 男 男L

團體 24 阿斯摩 M40組 1129 陳順良 男 男L

團體 24 阿斯摩 M35組 1130 黃慶隆 男 男L

團體 25 張家車隊 M45組 1131 張建隆 男 男L

團體 25 張家車隊 M45組 1132 張彰方 男 男L

團體 25 張家車隊 M50組 1133 管國安 男 男L

團體 26 𨑨迌騎士隊 M45組 1134 吳三安 男 男L

團體 26 𨑨迌騎士隊 W40組 2037 林玉雯 女 男L

團體 26 𨑨迌騎士隊 W40組 2038 劉曉凌 女 男L

團體 27 3000俱樂部 M40組 1135 陳光霖 男 男M

團體 27 3000俱樂部 M35組 1136 鄭俊汶 男 男2XL

團體 28 DTSWISS M45組 1137 Michael BOESIGER 男 男L

團體 28 DTSWISS W30組 2039 Sandra BOESIGER 女 女M

團體 29 GD517 M45組 1138 林俊銘 男 男L

團體 29 GD517 M35組 1139 秦偉亮 男 男S

團體 30 MCC M40組 1140 張克剛 男 男XL

團體 30 MCC M30組 1141 劉哲瑋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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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31 人帥真好 M35組 1142 王聖崴 男 男L

團體 31 人帥真好 M35組 1143 陳祈名 男 男XL

團體 32 女子天團-GoodCyclingTeam M30組 1144 楊志偉 男 男L

團體 32 女子天團-GoodCyclingTeam W40組 2040 郭儒綺 女 女S

團體 33 呈恩 M50組 1145 白聖舟 男 男XL

團體 33 呈恩 M50組 1146 許正呈 男 男L

團體 34 快樂BIKE隊 M40組 1147 葉重生 男 男L

團體 34 快樂BIKE隊 W40組 2041 黃怡嘉 女 女M

團體 35 走吧走吧 M30組 1148 劉孟宏 男 男M

團體 35 走吧走吧 M30組 1149 龔峻瑋 男 男M

團體 36 首航隊 M45組 1150 鄒岳男 男 男XL

團體 36 首航隊 M20組 1151 鄒承傑 男 男M

團體 37 海線火車輪 M40組 1152 吳明達 男 男XL

團體 37 海線火車輪 W40組 2042 簡惠玉 女 女M

團體 38 追風騎士 M25組 1153 蔡濬帆 男 男L

團體 38 追風騎士 W40組 2043 杜穎嘉 女 女L

團體 39 強哥戰隊 M40組 1154 徐友強 男 男XL

團體 39 強哥戰隊 M40組 1155 徐文政 男 男XL

團體 40 創造我的騎跡 M35組 1156 呂建緯 男 男S

團體 40 創造我的騎跡 W40組 2044 戴秀丹 女 女XS

團體 41 單車美食軟爛團 M50組 1157 方悟原 男 男L

團體 41 單車美食軟爛團 M50組 1158 馬勝彰 男 男M

團體 42 智宇GOGOGO M30組 1159 張鈞淳 男 男L

團體 42 智宇GOGOGO M30組 1160 鍾智宇 男 男XL

團體 43 閒閒沒事做 M30組 1161 洪嘉賢 男 女S

團體 43 閒閒沒事做 W30組 2045 林渭嫺 女 男L

團體 44 閒遊樂 M50組 1162 陳穎田 男 男L

團體 44 閒遊樂 W40組 2046 朱秀鳳 女 男L

團體 45 雅美髮廊 M30組 1163 張維民 男 男L

團體 45 雅美髮廊 M35組 1164 廖義宗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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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46 集美 M30組 1165 林明裕 男 男L

團體 46 集美 M30組 1167 陳柏欽 男 男M

團體 47 亂騎 M30組 1168 李國賢 男 男XL

團體 47 亂騎 M35組 1169 陳弘榮 男 男L

團體 48 噗攏共 M35組 1170 陳明煜 男 男XL

團體 48 噗攏共 M30組 1171 黃培展 男 男XL

團體 49 盧被被 M30組 1172 陳乃新 男 男S

團體 49 盧被被 W20組 2047 盧玟彤 女 女XS

團體 50 錸客單車生活館 M30組 1173 林國盟 男 男L

團體 50 錸客單車生活館 M20組 1174 夏嘉均 男 男L

團體 51 聯立鐵人隊 M30組 1175 陳俊宇 男 男XL

團體 51 聯立鐵人隊 M30組 1176 劉格臺 男 男M

團體 52 騎士精神隊 M30組 1177 江彥樺 男 男M

團體 52 騎士精神隊 M30組 1178 劉品佑 男 男M

團體 53 騎書隊 M35組 1179 梁榆驊 男 男M

團體 53 騎書隊 M35組 1180 陳書瑋 男 男XL

團體 54 竹北自行車野遊社 M45組 1181 劉大維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1166 林廷坤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1182 Ip Hin Kwai Kenny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5組 1183 Jordan Silvers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184 LEE KIN YIP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185 Leung Chun Yung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186 Leung Wai Kwong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187 尤文宏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1188 方建銘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1189 王世春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1190 王俊凱 男 女L

個人 個人 M35組 1191 王紹榮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5組 1192 石孟哲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40組 1193 朱育德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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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35組 1194 何碩恩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0組 1195 吳昀宸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20組 1196 吳奕宏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35組 1197 吳政謀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1198 吳道玄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1199 李任梓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1200 李建昌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50組 1201 李衍勳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35組 1202 佘承宗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03 林天宇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40組 1204 林正晏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0組 1205 林奕佑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35組 1206 林炳宏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07 林峻麟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1208 邱長春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1209 金升光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5組 1210 柯德昌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0組 1211 張仲堯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212 梁智聰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213 莊宗原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14 許自來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15 許啟正 男 女S

個人 個人 M40組 1216 郭英東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1217 郭振明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18 陳旭杉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45組 1219 陳志偉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1220 陳東怡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1221 陳威全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1222 陳致瑜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40組 1223 陳琪峰 男 男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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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30組 1224 曾子豪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1225 游凱麟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1226 游勝智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50組 1227 程俊榮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1228 黃士銘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29 黃文昌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30 黃文炳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1231 黃文德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1232 黃明輝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0組 1233 黃柏諺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34 楊嘉和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0組 1235 廖元廷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45組 1236 廖威智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5組 1237 廖浩鈞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38 劉孟翰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1239 劉勝隆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1240 劉嘉豪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241 蔡怡仁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50組 1242 蔡政恭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43 鄭志賢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1244 蕭上期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1245 戴嘉祐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1246 謝學輝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1247 鍾岳杰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0組 1248 魏晉東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50組 1249 羅益庭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1250 鐘大智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1251 坂本暢 男 男M

個人 個人 W30組 2048 何雅鈴 女 女XS

個人 個人 W40組 2049 呂偉白 女 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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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W30組 2050 沈雅芳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20組 2051 梁晏鳳 女 女S

個人 個人 W30組 2052 蔡如容 女 女XS

個人 個人 W20組 2053 鄭其昀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40組 2054 謝桂圓 女 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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