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游育民 2001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胡耀仁 2002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李國誥 2003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夏進通 2004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吳建興 2005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春文 2006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謝仁政 2007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張仕欣 2008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邱信培 2009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盛宏 2010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張百江 2011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張正中 2012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鄭銘宗 2013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楊閔森 2014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嘉信 2015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李德金 2016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廖健雄 2017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婉茹 2018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瑞華 2019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朱家樺 2020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永松 2021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佳宏 2022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江旼珀 2023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華盛 2024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郭政富 2025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王文煇 2026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王永慶 2027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胡中興 2028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詹憲國 2029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詹昆學 2030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王銓德 2031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進忠 2032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黃明興 2033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邱榮家 2034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劉邦杰 2035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坤茂 2036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張哲誠 2037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協聰 2038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亮宇 2039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映輝 2040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張文男 2041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敏訓 2042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林瑞燿 2043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陳文政 2044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李榮斌 2045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黃賀進 2046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柯富強 2047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周昆佑 2048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阮智偉 2049

木工機單車俱樂部 熊志堯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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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台中IMC自行車社 蔡仲蘋 2098

台中IMC自行車社 許敦泰 2099

台中IMC自行車社 張福興 2100

台中IMC自行車社 何功奇 2101

台中IMC自行車社 管椿棠 2102

台中IMC自行車社 邱冠志 2103

台中IMC自行車社 陳坤陽 2104

台中IMC自行車社 陳淑華 2105

台中IMC自行車社 蔡晨希 1073

台中IMC自行車社 李宗典 1074

Bruce拋騎 連宣楷 2106

Bruce拋騎 黃士銓 2107

Bruce拋騎 張文豪 2108

Bruce拋騎 王仁宏 2109

Bruce拋騎 施逢琪 2110

Bruce拋騎 林漢宗 2111

Bruce拋騎 劉家維 2112

Bruce拋騎 劉家瀚 2113

Bruce拋騎 鍾秉諺 2114

Bruce拋騎 賴育炫 2115

Bruce拋騎 陳郁恆 2116

Bruce拋騎 鄭翔翰 2117

Bruce拋騎 蔡銘珓 2118

Bruce拋騎 張瑛昇 2119

Bruce拋騎 賴韋霖 2120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林維德 2121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洪淑霞 2122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林文全 2123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吳治勇 2124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李幼範 2125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陳森榮 2126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周裕淳 2127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徐世洲 2128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廖志隆 2129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徐協進 2130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余振寶 2131

不上車練習團 陳彥勳 2132

不上車練習團 陳建明 2133

不上車練習團 賴柏誠 2134

不上車練習團 黃詩婷 2135

不上車練習團 陳素翎 2136

不上車練習團 陳協進 2137

不上車練習團 游于瑄 2138

不上車練習團 黃郁婷 2139

不敬禮就解散團 王治凱 2140

不敬禮就解散團 楊勝凱 2141

不敬禮就解散團 顏祥和 2142

不敬禮就解散團 顏琮瀚 2143

不敬禮就解散團 顏義軒 2144

不敬禮就解散團 凃立邦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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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悟天克斯 李承翰 1022

悟天克斯 劉家豪 1023

悟天克斯 林睦鎧 1024

悟天克斯 蔣柏毅 1025

悟天克斯 施冠綸 1026

夜鷹特騎 陳智源 2188

夜鷹特騎 蔡雯凱 2189

夜鷹特騎 戴峻豪 2190

夜鷹特騎 劉邦偉 2191

蕭氏家族 蕭宏哲 1019

蕭氏家族 蕭宏恩 1020

蕭氏家族 蕭仁豪 1021

真珠美人魚 陳詩怡 1027

真珠美人魚 謝進良 1028

真珠美人魚 王詩怡 1029

真珠美人魚 林佩蓉 1030

慢慢龜 洪嘉憶 2192

慢慢龜 張家榮 2193

慢慢龜 廖志遠 2194

三朵花一枝草 林佳慧 1041

三朵花一枝草 張由宜 1042

三朵花一枝草 林維俊 1043

Taiwan自由行車隊 吳錦行 2195

Taiwan自由行車隊 郭木成 2196

Taiwan自由行車隊 黃煌隆 2197

領便當請排隊 鄭育峻 1031

領便當請排隊 王怡涵 1032

領便當請排隊 王毓敏 1033

DM勇咖 林彥良 1034

DM勇咖 施長輝 1035

DM勇咖 高治緯 1036

大叔車隊 張彰方 2198

大叔車隊 管國安 2199

JJ雙人組 徐錦輝 2200

JJ雙人組 賴雅玟 2201

勲哥孟孟父女檔 呂芳勲 1037

勲哥孟孟父女檔 呂孟書 1038

叡叡三角飯團 陳君瑋 1039

叡叡三角飯團 楊喬安 1040

NP 陳杉豪 2202

NP 歐郁宗 2203

久大 王策令 2204

久大 林怡伶 2205

寶貝家族 蔡明德 1044

寶貝家族 莊錦如 1045

金色狂風 曾晏洲 1046

金色狂風 曾子封 1047

我的這一家 林淑芬 1048

我的這一家 鄭清埄 1049

來吃飯 林鈺婷 2206

來吃飯 林帝佑 2207

來吃飯 林孟宜 2208

來吃飯 林孟萱 1050

來吃飯 童美雅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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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組車不騎車 林君澤 2209

組車不騎車 黃元昭 2210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廖林彥 2219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廖致雄 2220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黃偉倫 2221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蕭弘明 2222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育舟 2223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益成 2224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張皓旭 2225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張進源 2226

個人 三多力單車 羅靜宜 2227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志嶸 2228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渝玲 2229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張錦升 2230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魏捷祥 2231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怡如 2232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黃志銘 2233

個人 三多力單車 羅進昭 2234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莊家豪 2235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俊雄 2236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萣佑 2237

個人 三多力單車 王柏沅 2238

個人 三多力單車 王柏承 2239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劉彥均 2240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吳建仲 2241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沈世雄 2242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許瑞鎮 2243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劉明楠 2244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李柏儀 2245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莊忠信 2287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卉榆 1062

個人 三多力單車 張峰縉 1063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蕾立 1064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蔡祥誌 1065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郭芳吉 1066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俊憲 1067

個人 三多力單車 謝佳芬 1068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殿剛 1069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麗梅 1070

個人 三多力單車 陳致佑 1071

個人 三多力單車 林青助 1072

個人 個人 紀坤杉 2246

個人 個人 周永如 2247

個人 個人 何宏松 2248

個人 個人 蕭婉如 2249

個人 個人 吳仲昇 2250

個人 個人 劉芝呈 2251

個人 個人 蕭棋忠 2252

個人 個人 張朝傑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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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個人 個人 徐維宏 2254

個人 個人 孫德明 2255

個人 個人 廖明輝 2256

個人 個人 金璋銘 2257

個人 個人 張皓華 2258

個人 個人 林建勲 2259



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QQ休閒車隊 陳國輝 2052

QQ休閒車隊 林泓任 2053

QQ休閒車隊 黃福龍 2054

QQ休閒車隊 房國華 2055

QQ休閒車隊 張秋菊 2056

QQ休閒車隊 黃益勝 2057

QQ休閒車隊 陳敏政 2058

QQ休閒車隊 洪文深 2059

QQ休閒車隊 廖水浪 2060

QQ休閒車隊 張民廷 2061

QQ休閒車隊 林文嘉 2062

QQ休閒車隊 林宏達 2063

QQ休閒車隊 吳木 2064

QQ休閒車隊 賴竑銘 2065

QQ休閒車隊 廖秀菱 2066

QQ休閒車隊 羅永勝 2067

QQ休閒車隊 王春滿 2068

QQ休閒車隊 王靜慧 2069

QQ休閒車隊 鄭木輝 2070

QQ休閒車隊 鍾昭德 2071

QQ休閒車隊 葉明清 2072

QQ休閒車隊 徐玉華 2073

QQ休閒車隊 黃彩連 2074

QQ休閒車隊 楊明欣 2075

QQ休閒車隊 楊明哲 2076

QQ休閒車隊 王奕錩 2077

QQ休閒車隊 徐承瑀 2078

QQ休閒車隊 楊山和 2079

QQ休閒車隊 王在明 2080

QQ休閒車隊 楊文啓 2081

QQ休閒車隊 周文通 2082

QQ休閒車隊 官振山 2083

QQ休閒車隊 劉文仁 2084

QQ休閒車隊 陳英州 2085

QQ休閒車隊 張立忠 2086

QQ休閒車隊 陳俊評 2087

QQ休閒車隊 李奕錩 2088

QQ休閒車隊 林佑聰 2089

QQ休閒車隊 林雅雪 2090

QQ休閒車隊 羅和妹 2091

QQ休閒車隊 張裕昌 2092

QQ休閒車隊 康惠玲 2093

QQ休閒車隊 賴炫嘉 2094

QQ休閒車隊 彭三郎 2095

QQ休閒車隊 任麗香 2096

QQ休閒車隊 薛耀宗 2097

QQ休閒車隊 陳佳源 1013

QQ休閒車隊 藍千惠 1014

QQ休閒車隊 李典餘 1015

QQ休閒車隊 陳穎萱 1016

QQ休閒車隊 柯志達 1017

QQ休閒車隊 林莉莉 1018

2



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早餐團 陳慧能 2148

早餐團 張喻淵 2149

早餐團 董文硯 2150

早餐團 余榮隆 2151

早餐團 陳駿睿 2152

早餐團 蔣巧燕 2153

早餐團 何東 2154

早餐團 陳鏞少 2155

我們是來玩的 蕭佳莉 2156

我們是來玩的 潘懷祺 2157

我們是來玩的 邱建翔 2158

我們是來玩的 陳雅怡 2159

佳暐快樂小夥伴 蘇家慶 2160

佳暐快樂小夥伴 江祐銘 2161

佳暐快樂小夥伴 張芯瑀 2162

佳暐快樂小夥伴 張雅惠 2163

佳暐快樂小夥伴 詹茗朱 2164

佳暐快樂小夥伴 呂曉雯 2165

佳暐快樂小夥伴 洪瑄璟 2166

佳暐快樂小夥伴 嚴裕隆 2167

佳暐快樂小夥伴 王淑芬 2168

佳暐快樂小夥伴 盧嘉健 2169

佳暐快樂小夥伴 廖詠湄 2170

佳暐快樂小夥伴 江家陞 2171

週末騎士 黃采姿 2172

週末騎士 劉德一 2173

週末騎士 黃致翔 2174

週末騎士 張慶棋 2175

週末騎士 廖時禕 2176

週末騎士 廖乾宏 2177

週末騎士 薛宇翔 2178

週末騎士 戴宏德 2179

威馬車隊 程信福 2180

威馬車隊 林瑞彬 2181

威馬車隊 蔡政吉 2182

威馬車隊 連國傑 2183

威馬車隊 王國峰 2184

威馬車隊 邱明進 2185

威馬車隊 林瑞淵 2186

威馬車隊 王國豪 2187

中經鐵騎 卓耿冬 2146

中經鐵騎 許秀惠 2147

中經鐵騎 劉子瑋 1001

中經鐵騎 蔡亞浚 1002

中經鐵騎 林凱強 1003

中經鐵騎 劉禹德 1004

中經鐵騎 楊春暉 1005

中經鐵騎 楊其唯 1006

中經鐵騎 詹志尤 1007

中經鐵騎 吳佳玲 1008

中經鐵騎 陳秋如 1009

中經鐵騎 張凱坪 1010

中經鐵騎 周海瑞 1011

中經鐵騎 鄭云婷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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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編 團體名稱 報名者姓名 NO

逍遙二人組 許獻叡 2211

逍遙二人組 盧建欣 2212

超夢 謝相賢 2213

超夢 謝安 2214

慢速美食團 盧文鴻 2215

慢速美食團 林璞貞 2216

豐達 陳建佑 2217

豐達 陳建志 2218

風逍遙 陳政彬 1052

風逍遙 潘宜勤 1053

EasyGo 杜苡融 1054

EasyGo 杜敏榮 1055

弘一 林研一 1056

弘一 林毅弘 1057

政皓昱妘 陳昱妘 1058

政皓昱妘 阮政皓 1059

秋騎來 張皓程 1060

秋騎來 張宇廷 1061

38

39

40

41

42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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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個人 郭宗岳 2260

個人 個人 柯宏承 2261

個人 個人 鄒基中 2262

個人 個人 黃希儒 2263

個人 個人 傅浩丞 2264

個人 個人 吳錫鎗 2265

個人 個人 傅政修 2266

個人 個人 陳郁凱 2267

個人 個人 蘇嘉偉 2268

個人 個人 蔡柏仲 2269

個人 個人 彭文喜 2270

個人 個人 黃耀賢 2271

個人 個人 吳森瑜 2272

個人 個人 楊贊脩 2273

個人 個人 林東龍 2274

個人 個人 鄭孟仁 2275

個人 個人 張坤進 2276

個人 個人 邱明亮 2277

個人 個人 張啓良 2278

個人 個人 王治皓 2279

個人 個人 楊耀德 2280

個人 個人 何昆潤 2281

個人 個人 邵文南 2282

個人 個人 鄧志豪 2283

個人 個人 劉先振 2284

個人 個人 王文洲 2285

個人 個人 蘇慧美 2286

個人 個人 林健財 2287

個人 個人 林俊儒 2288

個人 個人 紀俊羽 1075

個人 個人 葉士銘 1076

個人 個人 洪建聲 1077

個人 個人 林瑞芬 1078

個人 個人 陳增基 1079

個人 個人 鄭凱銘 1080

個人 個人 王躍順 1081

個人 個人 簡孟宗 1082

個人 個人 鄭巧君 1083

個人 個人 王仁茂 1084

個人 個人 趙敏志 1085

個人 個人 王淑珍 1086

個人 個人 邱譯嬉 1087

個人 個人 魏亦伶 1088

個人 個人 江俊頴 1089

個人 個人 黃振億 1090

個人 個人 盧世彪 1091

個人 個人 魏崇翔 1092



個人 個人 林睿騰 1093

個人 個人 陳春華 1094

個人 個人 劉佳容 1095

個人 個人 李欣怡 1096

個人 個人 程湘芸 1097

個人 個人 陳宥達 1098



QQ休閒車隊洪嘉陽 2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