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個人 隊名單位名 報名者姓名 報名項目 組別代碼 備註

個人 TUAN TEAM 張團畯 標準賽 菁英組

個人 ATP team 陳威仁 標準賽 菁英組

個人 601R 陳品嘉 標準賽 M18

個人 李宗儒 標準賽 M3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李建坤 標準賽 M25

個人 李紅北 標準賽 M30

個人 林其穎 標準賽 M25

個人  邱宥銘 標準賽 M25

個人 洪傳智 標準賽 M30

個人 王彥承 標準賽 M3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嘉義鐵人 呂建德 標準賽 M30

個人 李延慶 標準賽 M30

個人 林育賢 標準賽 M35 加購紀念衫

個人 金門鐵人啦啦隊 馬立珏 標準賽 M35

個人 崔裕齊 標準賽 M30

個人 竹中鐵人隊 張哲維 標準賽 M30

個人 張耀文 標準賽 M30

個人 陳日昕 標準賽 M35

個人 陳建翰 標準賽 M30

個人 ENVIS翔鷹車隊 黃冠文 標準賽 M35

個人 黃程揚 標準賽 M35

個人 黃聖中 標準賽 M30

個人  蘇宸熲 標準賽 M35

個人 南測中心 李文杰 標準賽 M40

個人 新北市 紀加恩 標準賽 M35

個人 祝思麒 標準賽 M40

個人 郭逸暉 標準賽 M35

個人 阿飛概念館 陳谷銘 標準賽 M40

個人 陳泓伸 標準賽 M35

個人 陳韋廷 標準賽 M35

個人 傅學瑋 標準賽 M40

個人 嘉義市鐵人三項協會 李承哲 標準賽 M35

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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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GC Crocissant 李威德 標準賽 M40

個人 李遠信 標準賽 M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林育詩 標準賽 M40

個人 群創三鐵社 林泳發 標準賽 M40

個人 柯志峰 標準賽 M40

個人 柳聖恩 標準賽 M40

個人 排魯台南族 馬俊輝 標準賽 M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郭育瑞 標準賽 M40

個人 曾華田 標準賽 M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黃榮坤 標準賽 M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楊少弘 標準賽 M40

個人 劉長期 標準賽 M45

個人 賴昭儀 標準賽 M40

個人 謝國正 標準賽 M40

個人 王志弘 標準賽 M45

個人 李孟哲 標準賽 M45

個人 南鎮國小 林揚智 標準賽 M50

個人  邱仁智 標準賽 M45 加購紀念衫*2

個人 施澄裕 標準賽 M50

個人 DVTT 張集忠 標準賽 M45

個人 HYOSUNG TNC TAIWAN 許裕偉 標準賽 M45

個人 陳永泰 標準賽 M45

個人 台灣 曾柏仁 標準賽 M45

個人 兄弟體育用品社 黃冠程 標準賽 M45

個人 卡巴斯基 黃茂勳 標準賽 M45 加購紀念衫

個人 葉文崎 標準賽 M45

個人 顏英男 標準賽 M45

個人 羅偉仁 標準賽 M45

個人 小園榮一 標準賽 M50

個人 日商奧村組 山本祐司 標準賽 M50

個人 吳志弘 標準賽 M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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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林信毅 標準賽 M50

個人 洪敦杰 標準賽 M50

個人 馬光輝 標準賽 M50 加購紀念衫*2

個人 郭倉賓 標準賽 M50

個人 劉詩元 標準賽 M50

個人 金門鐵人啦啦隊 蔡英傑 標準賽 M50

個人 康軒鐵人隊 鄭旭劭 標準賽 M50

個人 嘉義市鐵人三項協會 王文政 標準賽 M55

個人 王朝南 標準賽 M55

個人 吳學經 標準賽 M55

個人 徐信男 標準賽 M55

個人 黃正雄 標準賽 M55 加購紀念衫

個人 金門鐵人啦啦隊 謝文甲 標準賽 M55

個人 生生不息 李傳生 標準賽 M60

個人 塑鐵霸 林良泉 標準賽 M60

個人 陳啟明 標準賽 M60

個人 楊順興 標準賽 M60

個人 楊安新 標準賽 M65

個人 廖偵羽 標準賽 F18

個人 穆昕宜 標準賽 F18

個人  李宜菡 標準賽 F25

個人 陳羿齊 標準賽 F25

個人 劉冠郁 標準賽 F30

個人 林承翰.黃瑋宸.廖國宏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前瞻材料與微電漿實驗室 James Chiang 翁人杰.林佳宏.葉佾叡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加購紀念衫*3

個人 許紋偉.謝建洲.陳元培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陳町銘.崔禾.曾信智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夸父隊 陳勇志.黃文宏.張家豪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加購紀念衫*2

個人 劉奕辰.彭偲展.賴宣良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老包愛玩樂 潘侑興.黃志羽.蔣育昌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三帥齊聚一堂  三鐵獎金不難 蔡翔任.郭建宏.董坤樹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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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個人 顏偉哲.武拉·馬耀.胡力文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張倩瑜.黃理澤.陳冠云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個人 陳柏村.曾文萱.楊明棋 標準接力賽 混合組

個人 張倩瑜.陳筱婷.丁鉉旗 標準接力賽 女子組

個人 謝邦忱 標準賽 浮標組

個人 張志龍 標準賽 浮標組

個人 彭國光 標準賽 浮標組

個人 好漾的運動空間 陳柏瑞.留豪威.江炎恆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個人 9527幼兒園 洪雅慧.王廷宇.張瑞居 標準接力賽 浮標組

個人 台中市東山高中國中部 黃宥翔 半程賽 S13

個人 永保安康鐵人隊 吳柏緯 半程賽 S16

個人 個人 林立宇 半程賽 S16

個人 永保安康鐵人隊 林旻翰 半程賽 S16

個人 虎尾高中 張震緯 半程賽 S16 加購紀念衫

個人 傅程生 半程賽 S16

個人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楊庭榛 半程賽 S16

個人 台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楊逸庠 半程賽 S20

個人 蔡君磊 半程賽 S16

個人 廖文碩 半程賽 S20

個人  劉唐毓 半程賽 S2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海巡尖兵 薛品彥 半程賽 S20

個人 林志偉 半程賽 S30

個人 陳俊良 半程賽 S30

個人 曾偉雄 半程賽 S30

個人 游聲隆 半程賽 S30

個人 New Hope Sport Team 蔡念辛 半程賽 S30

個人 賴承諺 半程賽 S30

個人 王文信 半程賽 S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江宗哲 半程賽 S40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李永順 半程賽 S40

個人 黃彥智 半程賽 S40

個人 葉健安 半程賽 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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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個人 徐仕軒 半程賽 浮標組

個人 曾鉑鈜 半程賽 浮標組

個人 黃昱人 半程賽 浮標組

個人 Hess Language School Craig Habermehl 半程賽 S60

個人 freelance Gary Sands 半程賽 S60

個人 吾家花圃 張立成 半程賽 S60

個人 賴德松 半程賽 S60

個人 林順來 半程賽 S60

個人 李澄泉 半程賽 S70

個人 臺北市西松高中 陳言菱 半程賽 W13

個人 Zoot 潘昱婷 半程賽 W16

個人 鄭予安 半程賽 W30

個人 劉靜葳 半程賽 W40

個人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卓仕哲.張瑞宏.張慎宏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黃韋翔.盧宥僑.郭聿綸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海軍陸戰隊-38歲虎斑大叔 鄭富騰.張誌哲.李自強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個人 何雅雯.楊鈞淇.龔洺生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加購紀念衫*2

個人 李佳穎.黃蓮生.洪國祐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個人 廖梓恩.廖定鈞.廖欣妤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個人 Amanda Thorberg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加購紀念衫

個人 Stacey Johnsen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李慈文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個人 洪僖嬪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個人 葉宇涵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個人 趙乙庭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個人 Mauricio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馳風 余凱健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吳明哲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吳思正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吳銚潪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巫有景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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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李明志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林佑昇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馳風團隊 林家維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加購紀念衫

個人 林家輝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林霈承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林龍村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林鴻仁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JRJ 姜仁傑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馬銪男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李宇宸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許志雄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許博彥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加購紀念衫

個人 義興汽車 許博順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加購紀念衫

個人 公路阿伯 陳光泰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雪郁科技顧問 陳俊煌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陳彥文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國泰世華銀行 曾志峰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永保安康鐵人隊 黃茂盛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楊庭維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趙詠全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蔡嘉祐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個人 謝勝安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227鐵人 王冠智 標準賽 M25

團體 227鐵人 陳俊廷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DBT大壩鐵人隊 林東河 標準賽 M55

團體 DBT大壩鐵人隊 張翔皓.唐以諾.唐以安 半程接力賽 混合組 加購紀念衫

團體 IAN ARMSTRONG IAN ARMSTRONG 標準賽 M40

團體 IAN ARMSTRONG COLETTE ARMSTRONG 半程賽 W40

團體 追日 王斯婷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追日 吳佩霖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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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追日 吳苓琪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打鐵人 劉豐明 標準賽 M45

團體 打鐵人 林嘉勳 標準賽 浮標組

團體 企桃團 吳承恩 標準賽 M25

團體 企桃團 鍾承餘 標準賽 M25

團體 林家軍 毛偉丞 標準賽 M25

團體 林家軍 林文國 標準賽 M50

團體 邱光平 邱光平 標準賽 M50

團體 邱光平 黃國維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邱光平 葉哲鈞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邱光平 鄭慶瑜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迪卡儂 陳思翰 標準賽 M30

團體 迪卡儂 蔡修圓 標準賽 M30

團體 陳大鵬 陳大鵬 半程賽 S50

團體 陳大鵬 陳麗甄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腸奇莓 陳心樂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腸奇莓 黃思潔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腸奇莓 黃靖軒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丸鐵運動 陳又敬 標準賽 M40

團體 丸鐵運動 劉恒廷 標準賽 M45

團體 丸鐵運動 王成欽 標準賽 M55

團體 山川鐵人 劉柴閠 標準賽 M55

團體 山川鐵人 張莒忠 標準賽 M65

團體 公路阿伯 楊佳霖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公路阿伯 鄭紀明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卡農大學 巫翊愷 標準賽 M30

團體 卡農大學 林若萱 標準賽 F25

團體 卡農大學 李敏君 標準賽 F25

團體 卡農大學 楊巧暄 標準賽 F30

團體 平安抵達 呂威達 標準賽 M30

團體 平安抵達 陶宇安 標準賽 F25

團體 幼一三鐵 蘇德旺 半程賽 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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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幼一三鐵 蘇德福 半程賽 S60

團體 東海國貿 侯建忠.蕭明松.林新重 標準接力賽 男子組

團體 東海國貿 吳家豪 半程賽 浮標組

團體 東海國貿 葉鴻權.葉鴻權.林定嘉 半程接力賽 男子組

團體 南投鐵人 柳銘洋 標準賽 M40

團體 南投鐵人 蔡正億 標準賽 M40

團體 南投鐵人 魏睿呈 標準賽 M45

團體 南投鐵人 柯耿誌 標準賽 M45

團體 南投鐵人 廖裕隆 標準賽 M50

團體 南投鐵人 王德譽 標準賽 M55

團體 南投鐵人 何興隆 標準賽 M60

團體 南投鐵人 簡志恩 標準賽 M55

團體 南投鐵人 簡芳省 標準賽 M55

團體 南投鐵人 簡瑞平 標準賽 M55

團體 南投鐵人 黃妙妃 標準賽 F40

團體 威婷小隊 劉威呈 標準賽 M35

團體 威婷小隊 許婉婷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悍將鐵人 游泰瑜 半程賽 S50

團體 悍將鐵人 吳培瑄 半程賽 W50

團體 鐵人陸貳 李英碩 標準賽 M40

團體 鐵人陸貳 羅光宇 半程賽 浮標組

團體 金金金金金 陳威豪 標準賽 M18

團體 金金金金金 汪叡鴻 半程賽 S20

團體 金金金金金 許朝揚 半程賽 S20

團體 清大&交大 孫司祿 標準賽 M25

團體 清大&交大 蔡瑜庭 標準賽 F18

團體 麻糬的爸媽 林美秀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麻糬的爸媽 劉玠宏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愛玩夫妻檔 林永川 半程賽 浮標組

團體 愛玩夫妻檔 劉致岑 半程賽 浮標組

團體 澎湖老司機 蔡瑋強 標準賽 M30

團體 澎湖老司機 吳永富 標準賽 M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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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隊名單位名 報名者姓名 報名項目 組別代碼 備註

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團體 鐵人初心者 林宏遠 標準賽 M25

團體 鐵人初心者 曾光偉 標準賽 M25 加購紀念衫

團體 鐵人初心者 姜昀萱 標準賽 F25

團體 三商美邦人壽 陳泳綢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三商美邦人壽 許士晉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三商美邦人壽 陳鴻億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北市陽明高中 陳宥榮 半程賽 S13

團體 北市陽明高中 謝齊祥 半程賽 S16

團體 北市陽明高中 余可筠 半程賽 W13

團體 北市陽明高中 李妍萱 半程賽 W16

團體 北市陽明高中 李昇璟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蘇家不是輸家 蘇英傑 半程賽 浮標組

團體 蘇家不是輸家 蘇永晴 半程賽 W13

團體 常春藤高級中學 梁逢佑 半程賽 S16

團體 常春藤高級中學 饒子萱 半程賽 W13

團體 常春藤高級中學 陳胤柔 半程賽 W16

團體 常春藤高級中學 饒芷菱 半程賽 W16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張凱程 標準賽 M40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陳皆興 標準賽 M45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田佳芸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黃菁美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賴香勳 騎跑兩項賽 女子組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徐文茂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黃祥剛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鐵人家族同樂會 黃群傑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朱鴻君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林威志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朱汧 標準賽 M18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曾秉文 標準賽 M45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張綺文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郭家齊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田恩宇 半程賽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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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隊名單位名 報名者姓名 報名項目 組別代碼 備註

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魏良諺 半程賽 S13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田恩瑋 半程賽 S16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林ㄧ澈 半程賽 S16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曾俊霖 半程賽 S16

團體 屏科大＆中正高中 謝昕諺 半程賽 S16

團體 為了夢想 拼吧！ 黃建勛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為了夢想 拼吧！ 黃偉哲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二次元肥宅PEKO 陳俊廷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二次元肥宅PEKO 陳俊維 騎跑兩項賽 男子組

團體 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胡紳宏 半程賽 S16

團體 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胡庭勻 半程賽 W16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江家瑋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世銘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沐義 標準賽 M18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鍾亞宏 標準賽 M18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邱韋強 標準賽 M30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陳鴻麒 標準賽 M35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游承翰 標準賽 M40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林殷志 半程賽 S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洪槿洋 半程賽 S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簡睿德 半程賽 S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李松澤 半程賽 S16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張柏昌 半程賽 S16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藍文謙 半程賽 S16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洪啟芳 半程賽 S40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簡振暘 半程賽 S40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洪立淇 半程賽 W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洪榛妤 半程賽 W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張芮瑄 半程賽 W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許晨荺 半程賽 W13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謝雨璇 半程賽 W16

團體 桃園市鐵人三項委員會 謝巧薰 半程賽 W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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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隊名單位名 報名者姓名 報名項目 組別代碼 備註

2021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選手名單

團體 （高雄）瑞士釘/四季鐵人隊 教練-蘇宏暉 黃于嫣 標準賽 菁英組

團體 （高雄）瑞士釘/四季鐵人隊 教練-蘇宏暉 黃瑜 標準賽 菁英組

註:紅字為分齡組別有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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