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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俱樂部

歡迎您加入各地區單車俱樂部，共享騎乘樂趣...

地 區 社 團 俱 樂 部 名 稱 現任會長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宜蘭縣 宜蘭縣孔明單車協會 藍皓瑋 楊永利 0911-941591

宜蘭縣鐵馬健康行推廣協會 許南山 林忠謙 0928-836220

噶瑪蘭單車協會 曹國印 楊弘川 0932-264380

花蓮縣 鐵腿車隊 方瀚鍾 林建宗 0912-034981

花蓮舊鐵道美利達自行車隊 許南東 施憲欽 0921-633345

探索太魯閣俱樂部 錢尚恩 0922-111935

安娜田野單車 劉國成 彭予柱 0939-322338

新北市 捷運新埔站 許承宇 簡慶隆 02-2255-3827

鐵馬玩童 高鎮謙 高鎮謙 02-2636-0458

陶之鄉單車隊 陳金宗 陳皇亨 02-2679-5485

全世界鐵馬社 陳聖明 陳聖明 0911-788096

好朋友單車俱樂部 馬祖祥 李勝龍 0932-215613

新北世季騎 劉興萬 劉興萬 0932-941214

佰斯客單車俱樂部 王少春 王少春 0935-208600

森呼吸鐵馬隊 廖長賢 翁文斯 0935-580273

紅蜻蜓車隊 單車小嫻 大鼎 0937-988-451

景平652單車俱樂部 戴于川 陳姿樺 0955-797916

山海戀單車俱樂部 許銘峰 陳惠莉 0958-270155

Piggy Rider 康家倩 康家倩 0961-215166

台北小惡魔車隊 Rios 0987-809176

台北市 達文西單車俱樂部 蔡治宇 蔡治宇 02-2341-6177

捷豐單車俱樂部 盧忠明 俞靜娟 02-2545-1651

悠活車隊俱樂部 黃鎮民 黃鎮民 02-2761-4297

BMCC單車俱樂部 魏珠美 林嘉榮 02-2831-0318

哥輪布單車俱樂部 黃顯熙 林信義 02-2835-2101

鐵馬家庭環島協會 黃進寶 寶媽 0910-092809

Infinity bikes bmx shop 陳奕榮 0927-200522

仕林車隊 方順義 方順義 0931-043521

內湖悠客單車俱樂部 鄭文欽 0932-213520

台北左岸夜騎團 何圳達 何圳達 0932-957769

加減騎單車俱樂部 張金龍 張玉龍 0936-122469

agogo bike單車俱樂部 尼克 袁雲辰 0953-348566

UP UP BIKE單車俱樂部 傅 豪 李明峰 0958-930101

桃園縣 悠遊單車 何富賢 03-317-9893

崇越車隊 陳林照 陳林照 0915-948922

環球探索單車俱樂部 柯振興 0931-062186

逍遙鐵馬車隊 詹錢富 古銘榮 0932-110556

安捷車隊 林浩文 陳憲欣 0935-094947

ZOO單車 莊志民 莊佳民 0937-123885

桃勤孔明車社 吳建雄 陳詠仁 0939-463980

七桃單車俱樂部 張鈞傑 0975-738887

新竹縣 竹東GBC車隊 張光琪 03-596-4813

艾肯（ARCANE）車隊 鄭竣元 鄭竣元 0919-257088

新竹市 山豬鐵人車俱樂部 張維智 張維智 03-535-3999

竹科單車推廣社 謝倩瑩 0922-421102

鐵木真單車社 胡榮福 徐梓修 0928-003663

地 區 社 團 俱 樂 部 名 稱 現任會長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苗栗縣 正倫單車俱樂部 劉錠祥 陳智學 0910-309316

苑裡海山假日逍遙團 懶蟲 Pattty 0910-383188

藍鷹單車隊 余欽榮 羅濟偉 0912-037000

130 Club 陳倉輝 陳詠睿 0913-222869

公路天使 邱鴻麒 彭偉堯 0918-168493

達人單車俱樂部 李貴昌 徐文鴻 0919-026987

苗栗縣苑裡自行車協會 張榮樹 鄭勝東 0935-636259

永大單車俱樂部 陳廷芳 林維章 0937-223776

苗栗安全休閒單車隊 謝盛文 鄧維耀 0981-574331

台中市 登高忘遠單車俱樂部 廖進億 蔡永政 04-2275-2666

烏日溪南工商協進會自行車隊 林樹全 陳文清 04-2335-5055

阿罩霧自行車隊 曾榮杉 曾榮杉 04-2339-4620

軍功骷顱頭鐵騎隊 游克健 紀惠敏 04-2437-8422

台中山腳貓車隊 吳經文 Arthur 04-2624-4084

台中縣大甲鎮自由車協會 郭偉志 黃志文 04-2686-8334

歐瑟單車俱樂部 許哲銘 李旭凡 04-27089905

達卡自行車隊 黃文亮 廖啟超 0910-455189

太平村鐵馬隊 許佰全 傅明山 0911-996857

犀牛單車俱樂部 林嘉洛 林嘉洛 0912-667609

雲遊四海單車協會 葉德浩 廖春貞 0916-119210

外埔鐵馬隊 林金順 姚進吉 0919-728204

百喜客單車休閒俱樂部 陳信榮 吳吉人 0921-399311

美洲豹單車車隊 張欽池 劉海森 0923-061423

獅兩輪單車家族 何志明 蔡東伸 0923-357967

Viena自行車隊 蔡清文 顧秉宸 0928-417111

台中市大肚區體育會自行車協會 陳茂立 孫平雄 0928-937163

牛罵頭鐵馬隊 童文和 童榮智 0931-515386

乙太單車俱樂部 張智惟 張智惟 0932-613210

彩色人生自行車隊 莊坤湖 邱結昌 0932-628619

單車聯軍俱樂部 許書豪 許書豪 0932-633168

上毅LED車隊 張文棟 張文棟 0932-638993

冬蟲夏吵自行車隊 洪志銘 許賀銘 0933-384673

狠簡單車隊 簡建昌 楊焜堯 0932-658967

穿山甲單車生活館 游隆標 何傳裕 0933-457330

縱貫線自行車隊 詹志挺 張弘明 0933-584662

恩特（ENTER）車隊 陳昭恩 李溢鈞 0935-150873

168自行車隊 劉真誠 林茂迪 0935-266389

富龍鐵馬俱樂部 鄭良勇 吳子壯 0935-363639

Green Life自行車隊 張曜竹 張曜竹 0936-765982

軟腳蝦車隊 許鴻鈴 王端謙 0937-612150

獵犬自行車隊 李承哲 李承哲 0955-222498

絕對墮落 劉寬祿 吳介平 0958-325352

台中市大甲區自行車協會 黃國慶 李強安 0963-219555

武士自行車隊 李逸軒 李逸軒 0973-285781

迪艾瓦車隊 簡志吉 劉錦昌 0986-070688

矽品SCT單車社 盧晁雍 盧晁雍 0987-39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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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地俱樂部加入單車誌的行列！

小叮嚀：
  歡迎各地區的單車俱樂部加入單車誌俱樂部的登錄行列（修改資料），
可直接E-mail至saya@mail .wheelgiant .com.tw，或傳真：04-
7360789、7357860回傳即可。

  為讓車友有最新俱樂部的資訊參考，超過二年若尚未更新資料俱樂部，
請各俱樂部儘速更新。

地 區 社 團 俱 樂 部 名 稱 現任會長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GTC45 張源銘 蕭竣元 0988-138912

彰化縣 山越登山車俱樂部 陳根廷 馮文德 04-711-2563

千里達登山車隊 楊勝彥 李豐永 04-732-2817

DDK BIKING CULB 王國義 王國義 04-738-2126

和美鎮體育會登山車隊 趙進賢 蔡益承 04-761-1087

鹿津單車聯誼會 施佑霖 黃長銜 04-777-4762

KENDA建大車隊 何詔偉 何詔偉 04-834-5171

奇特單車俱樂部 賴秀琴 陳永昌 04-888-0852

才和鐵馬隊 王才碩 王志峰 0910-169396

員林二輪登山車隊 賴煌桂 鄭永興 0910-536467

山野車隊 詹昭明 胡志鴻 0912-512609

彰化縣高山青登山車協會 林文裕 張新立 0912-632071

九分單車俱樂部 劉房道 劉房道 0921-342557

雅咖鐵馬 李錫謙 梁景棔 0921-343246

社頭單車協會 張栩鵬 張栩鵬 0921-661138

單車誌車隊 陳柏如 吳敏正 0921-767714

太陽神俱樂部 賴育英 陳威任 0923-126105

如風鐵馬隊 張文演 黃森明 0928-385478

新活力單車協會 張晉誠 劉清秀 0928-736652

活力單車隊 許益南 石火旺 0930-557418

玉安鐵馬隊 謝宏龍 謝順隆 0932-539460

彰化縣神龍騎兵登山車隊 張耀東 黎傳生 0932-555022

豐柏鐵馬隊 陳賜安 周林墩 0932-597921

忠孝鐵馬隊 李漢昌 王國基 0932-601147

伍佰聯誼會 蕭明勝 張炎舟 0932-599385

螢火蟲鐵騎隊 史月麟 史月麟 0932-681867

小悍馬腳踏車登山車隊 許維凱 許維凱 0932-942136

野腳休閒車隊 許世法 黃重銓 0935-051060

原動力自行車隊 許哲彰 許哲彰 0935-279463

員動力單車協會 江東財 郭俊得 0935-573903

崇佑佰客 胡壽梯 羅升作 0935-577498

全家福單車協會 陳天送 石火旺 0937-255294

追風單車隊 呂建明 詹益響 0937-255534

無限登山鐵馬聯誼會 陳家美 姚惟棉 0937-794916

彰化星光八卦團單車協會 何聰緯 陳俊智 0939-213612

長穎戶外 陳水生 陳世勇 0988-003321

南投縣 南崗鐵馬車隊 林錦炎 蕭又元 0911-105731

Orderly 林進財 陳立偉 0911-222805

玉山鐵馬社 莊永智 顏鈺芝 0919-806081

極力單車俱樂部 林淙鈞 余朝文 0923-669901

南投活力單車俱樂部 陳同烈 黃兆國 0932-698559

社寮金雞鐵馬車隊 曾彥碩 曾彥碩 0937-290312

草屯單車休閒俱樂部 葉進坤 林鴻隆 0983-08989

雲林縣 傑仕單車休閒車隊 謝弘哲 許志榮 05-533-9520

莿桐名駒單車聯隊 謝榮育 黃鉛銘 05-584-6626

A.S Blue （阿莎噗嚕）單車聯隊 王鎮南 周鴻文 0921-500155

地 區 社 團 俱 樂 部 名 稱 現任會長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他里霧暗光鳥車隊 徐宏川 李義清 0932-555831

雲野豹車隊 鍾再勝 陳錫燦 0932-691684

雲林縣塔可自行車 李哲翊 郭俊卿 0937-745770

馬克單車俱樂部 陳致均 陳致均 0986-825350

古坑沁風自行車隊 洪鈺輝 王珮瑜 0987-006175

嘉義市 嘉義市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 林壽泉 林宗鋒 05-222-4710

嘉義市腳踏車休閒協會 宋鐵雄 林宗鋒 05-222-4710

統一車隊 林崇義 林崇義 0930-035210

非常慢車隊 康恩崇 康恩崇 0932-041190

捷安特-民雄打貓車隊 翁寬併 何嘉哲 0932-712620

101車隊 陳成恩 陳成恩 0982-524340

台南市 台南成功踏板俱樂部 蘇錦柱 張耀元 06-213-9767

汗馬單車俱樂部 林坤田 林坤田 06-632-2453

忠進車隊 陳俊安 林伯忠 0912-126352

老爺聯隊 田坤志 吳瑞泰 0912-152319

台南ANDING單車俱樂部 王志民 王志民 0920-306561

大台南01惡魔團 曾家銘 曾家銘 0932-707272

府城鋼鐵人 柯志堅 魏正忠 0932-716219

DC車隊 王聖凱 王聖凱 0933-612277

土撥鼠自行車隊 楊志聰 鄭景仁 0933-675689

八爪魚單車俱樂部 林連生 林連生 0937-305209

麥田休閒單車俱樂部 大米 大米 0955-503683

RFC逍遙車隊 林明哲 林明哲 0970-117688

禾笙單車健康協會 王水評 王俊傑 0980-350927

金牛單車俱樂部 陳銘得 林美玲 0985-059098

高雄市 阮角車隊 阮澎生 阮澎生 07-6762255

高雄民生鐵馬 洪松鏞 陳玲玲 0910-711962

日月光半導體單車隊 黃明玉 黃明玉 0912-714101

大象群單車俱樂部 顏志惠 顏志惠 0928-726596

車軌車隊 鄭俊彬 鄭俊彬 0929-150906

豆豆騎團 謝順義 謝順義 0931-878479

打狗鐵馬車團 陳建安 邱聰弘 0932-041941

南部Corratec彩虹車隊 吳博文 盧芳廷 0932-887364

愛騎鐵馬車隊 張傳圓 黃建龍 0935-382800

南星鐵騎俱樂部　  顏國欽 顏國欽 0937-644602

7659騎樂無窮單車俱樂部 梁志郁 陳凰瑜 0980-180443

諾壯 BCAA 車隊 陳佑威 Hansom Ho 0988-352975

屏東縣 兆鑫單車瘋車隊 鄭文章 鄭兆言 0911-391324

大鵬灣自行車協會 吳彥甫 丁柏福 0933-687938

金門縣 金門風火輪車隊 陳金寶 許進西 0932-890462

208890 李榮利 林政道 0933-426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