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日月潭Come!Bikeday 11/18 環潭挑戰遊 30K 參加者名單

團/個 隊編 隊名 組別 個編 姓名 性別 尺寸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1 王宥勝 男 男M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2 吳崇維 男 男M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3 李安喆 男 男X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4 李秉恩 男 男X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40組 5 李振洋 男 男2X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6 李駿德 男 男X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45組 7 胡永輝 男 男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8 陳品霖 男 男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45組 9 劉興忠 男 男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10 蔡宗育 男 男M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M20組 11 謝仁瑋 男 男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1 白舒涵 女 女X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2 李思萱 女 女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3 林宸妤 女 女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40組 804 林惠琦 女 女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5 高千惠 女 女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40組 806 張欣怡 女 女M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7 張秫榕 女 女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30組 808 黃立立 女 女L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09 黃麗蓉 女 女X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10 楊昀宸 女 女M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20組 811 蔣宇涵 女 女S

團體 1 新北市正義國小 W30組 812 簡盈安 女 女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0組 12 王建能 男 男S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13 王哲祥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14 李少駒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15 汪允文 男 男M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16 林錫汶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17 洪耀仁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18 倪正鴻 男 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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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0組 19 曹昌樺 男 男X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0組 20 莊陞銘 男 男2X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21 陳仕明 男 男X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22 陳皙烱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23 陳耀清 男 男M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24 黃明勇 男 男S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25 楊國楨 男 男S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0組 26 楊登凱 男 男M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45組 27 蔡岳展 男 男2X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M50組 28 盧松甫 男 男L

團體 2 台中市電腦公會單車隊 W40組 813 黃倚安 女 女S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5組 29 吳明安 男 男X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30 周政德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31 林祐彰 男 男X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5組 32 林基凱 男 男M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0組 33 張志偉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34 張重泉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25組 35 郭庭偉 男 男S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36 陳映伸 男 男M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40組 37 陳群岳 男 女XS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5組 38 游順昌 男 男S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39 童東明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5組 40 馮侃雋 男 男M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5組 41 黃麒帆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0組 42 詹燿丞 男 男M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25組 43 蔡明融 男 男M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30組 44 鄭生同 男 男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40組 45 謝閔傑 男 男XL

團體 3 台中精機單車社 M50組 46 蘇寶明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47 James Rogers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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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48 王國慶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49 吳長洵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50 周邦威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25組 51 徐建誠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52 張玉山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53 張榮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0組 54 郭正杰 男 男X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50組 55 陳百清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35組 56 彭柏嶸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40組 57 劉書君 男 男L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M40組 58 謝榮木 男 男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W30組 814 王若筑 女 女M

團體 4 陽光騎士隊 W30組 815 莊怡君 女 女L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59 林聖堯 男 男L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0 張少羿 男 男M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5組 61 陳詠論 男 男S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2 游旻哲 男 男M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3 楊承謀 男 男M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4 董佳明 男 男M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5 劉中敬 男 男M

團體 5 弘光運休 M20組 66 蔡承育 男 男L

團體 5 弘光運休 W20組 816 何紋均 女 女M

團體 5 弘光運休 W20組 817 李佳玟 女 女M

團體 5 弘光運休 W20組 818 林沂萱 女 女M

團體 5 弘光運休 W20組 819 陳宜秋 女 女M

團體 5 弘光運休 W20組 820 蔡沂庭 女 女M

團體 6 Team Dude M30組 67 王威筌 男 男XL

團體 6 Team Dude M30組 68 吳明修 男 男L

團體 6 Team Dude M35組 69 林立翔 男 男M

團體 6 Team Dude M35組 70 洪銘遠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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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6 Team Dude M35組 71 陳彥宏 男 男M

團體 6 Team Dude M35組 72 黃國權 男 男M

團體 6 Team Dude M35組 73 楊仲康 男 男XL

團體 6 Team Dude W30組 821 張薽云 女 女S

團體 6 Team Dude W30組 822 劉芮妤 女 女S

團體 7 快樂的人 M30組 74 李耀竣 男 男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40組 75 林浚騰 男 男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45組 76 曹昌斌 男 男X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40組 77 曹振盛 男 男2X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20組 78 潘勝哲 男 男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20組 79 潘聖中 男 男L

團體 7 快樂的人 M40組 80 蕭基章 男 男L

團體 7 快樂的人 W40組 823 張儷齡 女 女M

團體 7 快樂的人 W40組 824 陳淑惠 女 女M

團體 8 烈火教會 M40組 81 朱冠群 男 男L

團體 8 烈火教會 M20組 82 林宥丞 男 男M

團體 8 烈火教會 M50組 83 林國龍 男 男M

團體 8 烈火教會 M40組 84 梁啟嵩 男 男XL

團體 8 烈火教會 M40組 85 許俊仁 男 男L

團體 8 烈火教會 M40組 86 葉秉樺 男 男XL

團體 8 烈火教會 M35組 87 鄒明德 男 男L

團體 8 烈火教會 W30組 825 林蔚婷 女 女M

團體 8 烈火教會 W40組 826 蔡玉娟 女 女M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M20組 88 王呈浩 男 男L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M20組 89 王薪貿 男 男XL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M20組 90 吳宥霖 男 男M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M20組 91 周昊正 男 男XL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M20組 92 劉祐齊 男 男L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W20組 827 王沂 女 女XS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W20組 828 徐千芳 女 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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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W20組 829 莊馨吟 女 女M

團體 9 鋼彈盪單槓 W20組 830 劉品莉 女 女L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M30組 93 翁暐晃 男 男XL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M25組 94 許至佑 男 男M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M30組 95 陳威至 男 男M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W20組 831 李冠旻 女 女S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W30組 832 陳雪君 女 女M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W30組 833 陳瑤敏 女 女L

團體 10 SGS Never give up W30組 834 葉雅琳 女 女XS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30組 96 方健邦 男 男L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30組 97 王世宗 男 男XL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45組 98 袁孟傑 男 男L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40組 99 陳詠元 男 男L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35組 100 曾政偉 男 男XL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30組 101 黃伯丞 男 男M

團體 11 別問騎就隊 M30組 102 葉威麟 男 男S

團體 12 定羿最帥 M20組 103 王立紘 男 男L

團體 12 定羿最帥 M20組 104 柯定羿 男 男L

團體 12 定羿最帥 M20組 105 洪順慶 男 男M

團體 12 定羿最帥 M20組 106 陳佑陞 男 男M

團體 12 定羿最帥 W20組 835 李亭儒 女 女M

團體 12 定羿最帥 W20組 836 陳韻如 女 女S

團體 12 定羿最帥 W20組 837 鄭苡妡 女 女S

團體 13 SCREEN M50組 107 西田啓二 男 男M

團體 13 SCREEN M50組 108 岡里泰男 男 男L

團體 13 SCREEN M35組 109 門間徹 男 男XL

團體 13 SCREEN M50組 111 塩川 和利 男 男L

團體 13 SCREEN M40組 110 楠原充也 男 男L

團體 13 SCREEN W40組 838 西田美恵子 女 女S

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25組 112 邱聖崴 男 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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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30組 113 張文昱 男 男2XL

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25組 114 張哲維 男 男L

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25組 115 黃翊橙 男 男L

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30組 116 塗晉億 男 男L

團體 14 祖厝咖啡不煮錯 M25組 117 劉志豪 男 男M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M35組 118 王志弘 男 男2XL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M45組 119 吳政男 男 男XL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M40組 120 郭立偉 男 男XL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M45組 121 廖志強 男 男XL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W30組 839 余淑蓉 女 女M

團體 15 鐵腿PaPa Go W40組 840 魏莉倍 女 女M

團體 16 SPEED ACE M20組 122 林劼陞 男 男L

團體 16 SPEED ACE M20組 123 陳彥新 男 男M

團體 16 SPEED ACE M50組 124 鄭新輝 男 男L

團體 16 SPEED ACE M35組 125 簡士翔 男 男L

團體 16 SPEED ACE W40組 841 陳沁渝 女 女L

團體 17 弘光科大運休三甲 W20組 842 王馨蔆 女 女XL

團體 17 弘光科大運休三甲 W20組 843 楊理柔 女 男S

團體 17 弘光科大運休三甲 W20組 844 廖雨恬 女 女M

團體 17 弘光科大運休三甲 W20組 845 劉秀玲 女 女M

團體 17 弘光科大運休三甲 W20組 846 羅婉瑜 女 男L

團體 18 我們這一家 M20組 126 郭子暘 男 男2XL

團體 18 我們這一家 M45組 127 郭建邦 男 男2XL

團體 18 我們這一家 M20組 128 郭鈺豪 男 男XL

團體 18 我們這一家 W20組 847 郭玉亭 女 女2XL

團體 18 我們這一家 W40組 848 駱春桂 女 女XL

團體 19 愛樂騎兵團 M45組 129 江楨榮 男 男M

團體 19 愛樂騎兵團 M50組 130 陳漳信 男 男L

團體 19 愛樂騎兵團 W40組 849 林鳳珠 女 女M

團體 19 愛樂騎兵團 W40組 850 詹碧鑾 女 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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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19 愛樂騎兵團 W40組 851 簡素正 女 女L

團體 20 B咖車隊 M40組 131 張銘豐 男 男L

團體 20 B咖車隊 M40組 132 許漢寶 男 男XL

團體 20 B咖車隊 M40組 133 韓承佑 男 男L

團體 20 B咖車隊 W30組 852 張成儀 女 女M

團體 21 TYC M50組 134 朱文宏 男 男M

團體 21 TYC M50組 135 曾玉君 男 男M

團體 21 TYC W40組 853 陳雪枝 女 女M

團體 21 TYC W40組 854 董素招 女 女XL

團體 22 大牛 M50組 136 黃忠平 男 男XL

團體 22 大牛 M20組 137 黃建華 男 男XL

團體 22 大牛 W40組 855 鄭燕珠 女 女M

團體 22 大牛 W40組 856 謝豐鈴 女 女M

團體 23 小天天單車隊 M40組 138 詹前奎 男 男L

團體 23 小天天單車隊 M45組 139 劉純閔 男 男L

團體 23 小天天單車隊 W30組 857 吳恬怡 女 女L

團體 23 小天天單車隊 W40組 858 謝敏文 女 女L

團體 24 台積 F14B M35組 140 周琮欽 男 男2XL

團體 24 台積 F14B M35組 141 林忠良 男 男2XL

團體 24 台積 F14B M45組 142 陳志評 男 男XL

團體 24 台積 F14B W40組 859 鄭麗家 女 女M

團體 25 成功SJ車隊 M30組 143 陳凱威 男 男2XL

團體 25 成功SJ車隊 M25組 144 黃士哲 男 男L

團體 25 成功SJ車隊 W30組 860 何依旻 女 男S

團體 25 成功SJ車隊 W20組 861 郭先婕 女 女XS

團體 26 看見鐵道民宿 M50組 145 黃建昌 男 男XL

團體 26 看見鐵道民宿 M40組 146 蔡欣祐 男 男XL

團體 26 看見鐵道民宿 W40組 862 陳慧玲 女 女2XL

團體 26 看見鐵道民宿 W40組 863 蔡佩容 女 女2XL

團體 27 埔里四五車隊 M50組 147 陳永銘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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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27 埔里四五車隊 M45組 148 陳鴻嘉 男 男XL

團體 27 埔里四五車隊 M50組 149 賴德茂 男 男L

團體 27 埔里四五車隊 M50組 150 謝榮貴 男 男L

團體 28 健康騎車趣 M50組 151 吳政賢 男 男L

團體 28 健康騎車趣 M50組 152 蔡志明 男 男L

團體 28 健康騎車趣 W40組 864 張秀瑗 女 女M

團體 28 健康騎車趣 W40組 865 陳秀觀 女 女M

團體 29 莫名騎妙 M50組 153 林永正 男 男M

團體 29 莫名騎妙 M50組 154 陳來福 男 男S

團體 29 莫名騎妙 M50組 155 黃弘 男 男L

團體 29 莫名騎妙 M50組 156 楊忠楨 男 男L

團體 30 愛老虎油 M30組 157 林士渙 男 男L

團體 30 愛老虎油 M30組 158 林家宏 男 男XL

團體 30 愛老虎油 W30組 866 張雅婷 女 女XS

團體 30 愛老虎油 W30組 867 陳美方 女 男XL

團體 31 綠光 M20組 159 盧泓光 男 男M

團體 31 綠光 M45組 160 盧從律 男 男L

團體 31 綠光 W40組 868 施素鈴 女 女XL

團體 31 綠光 W20組 869 盧品蓉 女 女M

團體 32 隨風 M40組 161 張益僥 男 男M

團體 32 隨風 M40組 162 黃哲治 男 男L

團體 32 隨風 M30組 163 葉嘉舜 男 男XL

團體 32 隨風 M45組 164 賴振元 男 男M

團體 33 龍之家族 M40組 165 龍少華 男 女S

團體 33 龍之家族 W20組 870 蕭湘穎 女 女L

團體 33 龍之家族 W20組 871 龍宜軒 女 女2XL

團體 33 龍之家族 W20組 872 龍雨軒 女 女M

團體 34 難瘦香菇 M30組 166 王詩翰 男 男2XL

團體 34 難瘦香菇 M35組 167 李泳龍 男 男2XL

團體 34 難瘦香菇 W30組 873 謝雨仙 女 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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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34 難瘦香菇 W30組 874 顧雅芳 女 女M

團體 35 蘆竹飛輪 M30組 168 林裕章 男 男L

團體 35 蘆竹飛輪 M30組 169 柯震宇 男 男XL

團體 35 蘆竹飛輪 M30組 170 陳敬昊 男 男M

團體 35 蘆竹飛輪 M40組 171 黃慶豐 男 男L

團體 36 hen愛騎 M40組 172 徐國振 男 男S

團體 36 hen愛騎 W40組 875 林語薰 女 女L

團體 36 hen愛騎 W20組 876 徐詠妍 女 女XS

團體 37 KOKO-HSIANG M40組 173 柯仁溢 男 男XL

團體 37 KOKO-HSIANG W20組 877 柯珮涵 女 女L

團體 37 KOKO-HSIANG W40組 878 廖緗縈 女 女L

團體 38 Lee家族 M30組 174 李秦成 男 男L

團體 38 Lee家族 M50組 175 李魁雄 男 男XL

團體 38 Lee家族 W40組 879 陳美華 女 女M

團體 39 momo M30組 176 王仁園 男 男M

團體 39 momo W30組 880 邱于庭 女 女S

團體 39 momo W30組 881 邱郁雅 女 女S

團體 40 SIM M50組 177 張一帆 男 男L

團體 40 SIM W40組 882 李苑若 女 女S

團體 40 SIM W40組 883 洪暖青 女 女M

團體 41 大驊車隊 M35組 178 王文平 男 男2XL

團體 41 大驊車隊 M35組 179 姜禮倫 男 男M

團體 41 大驊車隊 M40組 180 賴彥任 男 男2XL

團體 42 天天來騎車 M35組 181 劉致銘 男 男L

團體 42 天天來騎車 W20組 884 吳姿儀 女 男XL

團體 42 天天來騎車 W30組 885 黃珮婷 女 女S

團體 43 兄弟姐妹同盟會 M50組 182 吳清江 男 男L

團體 43 兄弟姐妹同盟會 M40組 183 葉文智 男 男XL

團體 43 兄弟姐妹同盟會 W40組 886 吳筱萍 女 女M

團體 44 茶花香花藝工作室 M45組 184 莊士浤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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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44 茶花香花藝工作室 W40組 887 王瑞米 女 女S

團體 44 茶花香花藝工作室 W30組 888 莊雅瑄 女 女M

團體 45 黑夜颶風 M40組 185 高偉城 男 男L

團體 45 黑夜颶風 M40組 186 高毓閔 男 男L

團體 45 黑夜颶風 W30組 889 張靜宜 女 女L

團體 46 路人甲 M35組 187 王世峰 男 男S

團體 46 路人甲 M50組 428 王歐能 男 男XL

團體 46 路人甲 M40組 188 林志鴻 男 男L

團體 46 路人甲 M35組 189 紀添嘉 男 男XL

團體 47 嘟嘟騎士 M35組 190 陳輝霖 男 男2XL

團體 47 嘟嘟騎士 M35組 191 謝志忠 男 男XL

團體 47 嘟嘟騎士 M40組 192 謝志明 男 男2XL

團體 48 2266騎不快 M50組 193 李明輝 男 男L

團體 48 2266騎不快 W40組 890 廖滿足 女 女L

團體 49 98車隊 M20組 194 黃宥鈞 男 男L

團體 49 98車隊 M50組 195 黃建福 男 男XL

團體 50 BK漫咖聯隊 M50組 196 施烈雄 男 男2XL

團體 50 BK漫咖聯隊 M45組 197 謝坤峰 男 男XL

團體 51 Blue family M40組 198 李明學 男 男XS

團體 51 Blue family W30組 891 侯麗君 女 女S

團體 52 BT向前衝 W30組 892 邱文林 女 女M

團體 52 BT向前衝 W30組 893 湯百慧 女 女M

團體 53 C&L cycling M50組 199 Craig Cameron Scott 男 男L

團體 53 C&L cycling W30組 894 林盈竺 女 女L

團體 54 CY M45組 200 黃見裕 男 男L

團體 54 CY W40組 895 詹逎勤 女 女M

團體 55 F&C Tour M35組 201 魏台軍 男 男XL

團體 55 F&C Tour W30組 896 徐德芬 女 女M

團體 56 GD517 M45組 202 林俊銘 男 男L

團體 56 GD517 M35組 203 秦偉亮 男 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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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57 Hanna W30組 897 江致萩 女 男XL

團體 57 Hanna W30組 898 黃議賢 女 女M

團體 58 J Team M30組 204 方韋傑 男 男L

團體 58 J Team W40組 899 許婉如 女 女M

團體 59 J&J M50組 205 蔡政恭 男 男M

團體 59 J&J W40組 900 邱媛貞 女 女S

團體 60 Jeff & Aylin M45組 206 蘇聖森 男 男XL

團體 60 Jeff & Aylin W30組 901 王璦璘 女 女XS

團體 61 R&R M35組 207 衛志鋼 男 男M

團體 61 R&R W40組 902 范梅珠 女 女M

團體 62 RunRunRun M45組 208 尤銘琪 男 男L

團體 62 RunRunRun W30組 903 陳欣怡 女 女M

團體 63 Steven & Selina M45組 209 簡智夫 男 男XL

團體 63 Steven & Selina W40組 904 柯心瀅 女 女L

團體 64 TSOU M20組 210 鄒家仁 男 男M

團體 64 TSOU W20組 905 鄒家宜 女 女S

團體 65 Water 水蟲隊 M25組 211 邱煥誠 男 男L

團體 65 Water 水蟲隊 W30組 906 柯閔玲 女 女S

團體 66 人帥真好 M35組 212 王聖崴 男 男L

團體 66 人帥真好 M35組 213 陳祈名 男 男XL

團體 67 三八阿花 M45組 214 陳信旭 男 男XL

團體 67 三八阿花 W30組 907 邱耀平 女 女M

團體 68 上海電繡 M20組 215 林聖叡 男 男2XL

團體 68 上海電繡 M20組 216 鄭生康 男 男S

團體 69 大豬小豬 M25組 217 李東穎 男 男L

團體 69 大豬小豬 M50組 218 李金翰 男 男XL

團體 70 小公主單車 M30組 219 吳昀宸 男 男S

團體 70 小公主單車 W20組 908 唐鈺晶 女 女S

團體 71 小叮噹 M50組 220 林成德 男 男L

團體 71 小叮噹 W40組 909 孫綺君 女 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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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72 小車隊 M25組 221 紀家興 男 男L

團體 72 小車隊 M25組 222 陳柏璋 男 男XL

團體 73 小鳥隊 M50組 223 黃少鵬 男 男2XL

團體 73 小鳥隊 W40組 910 汪春芳 女 女S

團體 74 小熊熱騎隊 M50組 224 方梅生 男 男L

團體 74 小熊熱騎隊 W40組 911 胡金枝 女 女M

團體 75 五月花 M50組 225 吳道玄 男 男M

團體 75 五月花 W40組 912 吳曉玫 女 女M

團體 76 天生玩樂派隊 M40組 226 蔡銘智 男 男M

團體 76 天生玩樂派隊 W30組 913 張簡如珍 女 女XL

團體 77 月之海 M40組 227 陳志達 男 男XL

團體 77 月之海 W40組 914 黃雅玲 女 女L

團體 78 毛茸茸大猩猩 M20組 228 莫利僑 男 男M

團體 78 毛茸茸大猩猩 W20組 915 梁晏鳳 女 女S

團體 79 王超人家族 M45組 229 王允宏 男 男L

團體 79 王超人家族 W40組 916 陳世卿 女 女L

團體 80 台中幫 M30組 230 顏祐臨 男 男XL

團體 80 台中幫 W20組 917 鄭雅之 女 女M

團體 81 台南家 M20組 231 蘇宸漢 男 男L

團體 81 台南家 W40組 918 唐菁鄉 女 女S

團體 82 母子慢遊二人組 M30組 232 洪國維 男 男2XL

團體 82 母子慢遊二人組 W40組 919 呂偉白 女 女S

團體 83 全家愛運動 M40組 233 林甘桑 男 男XL

團體 83 全家愛運動 W40組 920 林惠卿 女 女M

團體 84 安安家族 M30組 234 葉至傑 男 男M

團體 84 安安家族 W30組 921 謝岱君 女 女S

團體 85 老五七 M40組 235 吳壅圳 男 男L

團體 85 老五七 W30組 922 張怡雯 女 女M

團體 86 自由之翼 M50組 236 曾厚勳 男 男M

團體 86 自由之翼 W20組 923 曾翔鈺 女 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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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87 巫師 M50組 237 巫文裕 男 男M

團體 87 巫師 W40組 924 陳淑麗 女 女S

團體 88 快樂鴛鴦 M25組 238 楊庭與 男 男L

團體 88 快樂鴛鴦 W30組 925 陳瑩甄 女 女M

團體 89 佳冬國強樂活隊 M50組 239 邱長春 男 男L

團體 89 佳冬國強樂活隊 M45組 240 柯德昌 男 男L

團體 90 兩隻貓 M50組 241 尤文宏 男 男M

團體 90 兩隻貓 W40組 926 戴真真 女 女M

團體 91 姑爹蛇 M20組 242 吳育陞 男 男XL

團體 91 姑爹蛇 W30組 927 吳秋燕 女 男L

團體 92 朋友 M20組 243 楊宇程 男 男S

團體 92 朋友 W20組 928 陳彥綸 女 女S

團體 93 杰特一號 M35組 244 張迺邦 男 男XL

團體 93 杰特一號 M35組 245 張逸邦 男 男L

團體 94 法瑪仕車隊 M45組 246 吳明樺 男 男2XL

團體 94 法瑪仕車隊 M25組 247 吳庭宇 男 男XL

團體 95 金曜日 M20組 248 王士銘 男 男L

團體 95 金曜日 M20組 249 張家鎧 男 男L

團體 96 青春期少年 M20組 250 江建達 男 男S

團體 96 青春期少年 M20組 251 劉柏寬 男 男M

團體 97 勇腳天團 M30組 252 張肇元 男 男L

團體 97 勇腳天團 W30組 929 凃睿群 女 男L

團體 98 咪喵環潭初體驗 M35組 253 廖浩鈞 男 男M

團體 98 咪喵環潭初體驗 W30組 930 李瑋君 女 女XS

團體 99 趴趴走 M45組 254 董松竹 男 男L

團體 99 趴趴走 W30組 931 黃雪雯 女 女M

團體 100 音樂兔 M45組 255 吳賀任 男 男L

團體 100 音樂兔 W40組 932 朱莉菁 女 女M

團體 101 飛來喜訊 M50組 256 王文禧 男 男2XL

團體 101 飛來喜訊 W40組 933 黃秀娟 女 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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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102 悍歐寶鐵人團 M40組 257 胡文誠 男 男2XL

團體 102 悍歐寶鐵人團 W40組 934 王怡今 女 女L

團體 103 追風騎士 M25組 258 蔡濬帆 男 男L

團體 103 追風騎士 W40組 935 杜穎嘉 女 女L

團體 104 健康綠拿鐵 M20組 259 呂美柏 男 男M

團體 104 健康綠拿鐵 M45組 260 呂紹宇 男 男M

團體 105 康富成生技 M45組 411 周如彬 男 男L

團體 105 康富成生技 M50組 261 黃家展 男 男XL

團體 105 康富成生技 W40組 936 顏淑文 女 女S

團體 106 御湖 M50組 262 洪勳昇 男 男M

團體 106 御湖 W40組 937 黃秀安 女 女S

團體 107 爽爽 M50組 263 張立正 男 男M

團體 107 爽爽 M25組 264 張哲嘉 男 男S

團體 108 逍遙騎漫天星第3次 M45組 265 劉勝隆 男 男XL

團體 108 逍遙騎漫天星第3次 W40組 938 楊淑媛 女 女XL

團體 109 逐瘋小徑_獨跑中 M40組 266 李錦誼 男 男2XL

團體 109 逐瘋小徑_獨跑中 M45組 267 莊烝福 男 男XL

團體 110 創造我的騎跡 M35組 268 呂建緯 男 男S

團體 110 創造我的騎跡 W40組 939 戴秀丹 女 女XS

團體 111 彭氏家族 M50組 269 彭垂發 男 男S

團體 111 彭氏家族 W40組 940 黃碧雀 女 女M

團體 112 游慧巧 W40組 941 呂穗禎 女 女S

團體 112 游慧巧 W40組 942 游慧巧 女 女M

團體 113 黑嚕嚕 M40組 270 歐建良 男 男L

團體 113 黑嚕嚕 W20組 943 歐柏薇 女 女L

團體 114 愛玩隊 M45組 271 張佑民 男 男S

團體 114 愛玩隊 W40組 944 盧夙俞 女 女S

團體 115 與神同騎 M30組 272 林宜霆 男 男2XL

團體 115 與神同騎 M30組 273 張藝懷 男 男L

團體 116 劉家名 M50組 274 劉家名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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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116 劉家名 W40組 945 游淑華 女 女L

團體 117 樂活慢騎 M50組 275 李建國 男 男XL

團體 117 樂活慢騎 W40組 946 藍淑媛 女 女S

團體 118 樂趣騎 M50組 276 施全能 男 男XL

團體 118 樂趣騎 M25組 277 施彥廷 男 男L

團體 119 騎車趣 M25組 278 詹修華 男 男L

團體 119 騎車趣 W20組 947 周郁善 女 女L

團體 120 騎跡 M25組 279 王乾維 男 男M

團體 120 騎跡 W20組 948 侯幸君 女 女S

團體 121 栢億驊 M20組 280 林晉宇 男 男L

團體 121 栢億驊 M20組 281 栢億驊 男 男M

團體 122 Taiwan M30組 412 陳冠允 男 男M

團體 122 Taiwan M20組 413 陳柏瑄 男 男M

團體 122 Taiwan M30組 414 蔡鈞瑋 男 男S

團體 122 Taiwan W20組 966 陳俞靜 女 女M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50組 425 加藤　嘉朗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0組 424 田中　要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0組 426 石城　龍彦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50組 416 安井　孝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5組 419 岩田　勉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50組 420 宮脇　馨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0組 418 鳥生　敬輔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5組 417 渡邊　赴仁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5組 423 猪原　秀樹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50組 415 菅　良二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40組 422 熊本　英喜 男 男L

團體 123 島波JAPAN M50組 421 澤田　一政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82 Ip Hin Kwai Kenny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83 Leung Wai Kwong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284 Li Chong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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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40組 285 Or Ho Wu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5組 286 Shek yu kit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35組 287 So Chi Chung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88 Wong Hung Kwong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89 Wong Kwok Keung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290 王介興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291 王家喻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35組 292 王紹榮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93 王瑞嘉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294 王福利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295 王韶曦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296 石孟哲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297 石昭哲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0組 298 江家豪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299 何榮祥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5組 316 佘承宗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0組 300 吳大偉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01 吳建仲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02 吳政謀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0組 303 吳盉逸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04 吳廖寶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5組 305 吳銘緯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306 呂理榮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07 宋雲昇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308 巫有景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09 李文財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10 李木松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311 李志宏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12 李承翰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0組 313 李東祐 男 男2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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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45組 314 杜良中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0組 315 沈憲昇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30組 317 周鴻昌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0組 318 林中翔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319 林文卿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45組 320 林國源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21 林豊蛉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22 河口文博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410 凃建名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0組 323 姜震宗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0組 324 紀長都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325 紀政宏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326 胡中興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5組 327 胡棋翔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5組 328 范君魁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329 范國隆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330 韋鑫在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5組 331 徐宇鴻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32 徐志鴻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5組 335 涂照偉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33 馬楷期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34 高鎮謙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5組 336 張志華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37 張洪浩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38 張順富 男 女XS

個人 個人 M20組 339 張瑜修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340 張賢吉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50組 341 梁廣椿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20組 342 莊國英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5組 343 許朝昇 男 男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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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50組 344 許瑞庭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45 郭承鼎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46 郭振明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347 陳廷偉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48 陳孟桂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49 陳昊天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350 陳東怡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51 陳長城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52 陳俊柏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353 陳俊諺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54 陳威全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0組 355 陳柏騰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356 陳致瑜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57 陳家正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358 陳家翔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59 陳振華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65 陳啓元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60 陳國展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61 陳勝發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62 陳銘昌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63 陳賢德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64 陳奮德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66 傅錫勳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30組 367 曾子豪 男 女S

個人 個人 M30組 368 游原鑑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35組 369 游晨義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370 游凱麟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0組 371 黃文成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72 黃弘昌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73 黃明輝 男 男L

-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 總20頁 / P18



 2018日月潭Come!Bikeday 11/18 環潭挑戰遊 30K 參加者名單

團/個 隊編 隊名 組別 個編 姓名 性別 尺寸

個人 個人 M35組 374 黃信凱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75 黃建彰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376 黃政亮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427 黃勢芳 男 ─

個人 個人 M35組 377 黃燈財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50組 378 楊自然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379 楊昆霖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80 楊熊芳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5組 381 葉秉宸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30組 382 詹家安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20組 383 廖冠筑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0組 384 廖峷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385 廖偉成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40組 386 趙文霖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25組 387 趙庭輝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M45組 388 劉大維 男 女L

個人 個人 M40組 389 劉孟翰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30組 390 劉哲瑋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20組 391 劉庭瑞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40組 393 劉啟鋒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392 劉國良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394 劉嘉豪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5組 395 劉德良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396 潘建盛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50組 397 蔡文斌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398 蔡昀樵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35組 399 鄭信宏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25組 400 盧青燁 男 男L

個人 個人 M40組 401 蕭正升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50組 402 賴佑文 男 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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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M45組 403 賴連池 男 男2XL

個人 個人 M50組 404 賴聰賢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405 謝吉忠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406 謝進興 男 男XL

個人 個人 M35組 407 謝學輝 男 男M

個人 個人 M50組 408 簡志達 男 男S

個人 個人 M20組 409 魏晉東 男 男XS

個人 個人 W40組 949 Leung Chi Ling Jenny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30組 950 向嵐 女 女XS

個人 個人 W30組 951 何雅鈴 女 女XS

個人 個人 W30組 952 吳怡璇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40組 953 吳鈴慧 女 男M

個人 個人 W40組 954 宋宜蓁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30組 955 沈雅芳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30組 956 阮美如 女 女S

個人 個人 W40組 957 周雅柔 女 女S

個人 個人 W40組 958 青野範子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20組 959 紀珮宜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40組 960 張玉琳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40組 961 張愛華 女 女L

個人 個人 W30組 962 莊紫伶 女 女M

個人 個人 W20組 963 陳亞萱 女 女S

個人 個人 W20組 964 葉姿妘 女 女L

個人 個人 W30組 965 蔣雨潔 女 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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