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編號 姓名 組別 組名次 總排名 鳴槍時間 到達時間 大會成績

1 2061 胡凱華 / 陳沅佑 接力組 1 1  07:19:37  08:41:08  01:21:32

2 2057 黃景良 / 張宏賓 接力組 2 2  07:19:37  08:42:13  01:22:36

3 2040 李建賢 / 湯永增 接力組 3 3  07:19:37  08:46:36  01:27:00

4 2043 劉健民 / 楊冠煌 接力組 4 4  07:19:37  08:47:47  01:28:11

5 2042 許秉羿 / 陳念華 接力組 5 5  07:19:37  08:50:28  01:30:52

6 2072 林俊良 / 莊榮華 接力組 6 6  07:19:37  08:51:07  01:31:31

7 2070 孫偉庭 / 林子傑 接力組 7 7  07:19:37  08:55:23  01:35:47

8 2054 張英泰 / 顏嘉玲 接力組 8 8  07:19:37  08:56:22  01:36:46

9 2041 黃昇華 / 劉昆憲 接力組 9 9  07:19:37  08:57:23  01:37:47

10 2019 楊良彬 / 張欽荐 接力組 10 10  07:19:37  09:02:17  01:42:41

11 2091 張逢均 / 林叔靜 接力組 11 11  07:19:37  09:08:17  01:48:41

12 2101 林士閔 / 盧怡秀 接力組 12 12  07:19:37  09:10:22  01:50:46

13 2018 林偉鴻 / 李清輝 接力組 13 13  07:19:37  09:10:29  01:50:53

14 2037 李奕緯 / 李育純 接力組 14 14  07:19:37  09:10:31  01:50:55

15 2058 張雅倫 / 許裕星 接力組 15 15  07:19:37  09:10:37  01:51:01

16 2078 潘建霖 / 潘治丞 接力組 16 16  07:19:37  09:10:53  01:51:16

17 2060 鄭超文 / 鄭景文 接力組 17 17  07:19:37  09:11:18  01:51:42

18 2080 蔡濱鴻 / 蔡政紘 接力組 18 18  07:19:37  09:11:33  01:51:57

19 2048 盧慶豐 / 盧月德 接力組 19 19  07:19:37  09:11:45  01:52:09

20 2075 劉庭瑞 / 蘇明克 接力組 20 20  07:19:37  09:11:50  01:52:14

21 2063 何維仁 / 高梣瓏 接力組 21 21  07:19:37  09:12:05  01:52:29

22 2098 洪郁清 / 吳佳錡 接力組 22 23  07:19:37  09:12:46  01:53:10

23 2033 王啟宇 / 吳承憲 接力組 23 22  07:19:37  09:12:47  01:53:10

24 2096 陳彥佑 / 李人傑 接力組 24 24  07:19:37  09:13:39  01:54:03

2015 阿公店-接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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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49 簡琬菁 / 李元仲 接力組 25 25  07:19:37  09:14:31  01:54:55

26 2084 盧金賢 / 李耀彬 接力組 26 26  07:19:37  09:15:08  01:55:32

27 2005 張家齊 / 葉家華 接力組 27 27  07:19:37  09:15:09  01:55:33

28 2100 黃嘉梅 / 郭崇杉 接力組 28 28  07:19:37  09:15:19  01:55:42

29 2028 馬國晉 / 林俊佑 接力組 29 29  07:19:37  09:15:21  01:55:45

30 2003 洪惠君 / 曾凱迪 接力組 30 30  07:19:37  09:16:51  01:57:15

31 2068 黃擴樺 / 黃郁程 接力組 31 31  07:19:37  09:17:05  01:57:29

32 2086 黃麗霞 / 鄧錦忠 接力組 32 32  07:19:37  09:17:21  01:57:45

33 2032 鄭植 / 劉孟淳 接力組 33 33  07:19:37  09:17:23  01:57:47

34 2053 張志傑 / 程芷萱 接力組 34 34  07:19:37  09:17:34  01:57:58

35 2064 陳怡妙 / 陳美玲 接力組 35 35  07:19:37  09:19:43  02:00:07

36 2050 林儒怜 / 林宛樺 接力組 36 36  07:19:37  09:19:54  02:00:18

37 2094 戴伊雪 / 陸泓任 接力組 37 38  07:19:37  09:19:57  02:00:21

38 2036 黃筠馨 / 劉俐妤 接力組 38 37  07:19:37  09:19:57  02:00:21

39 2008 陳威全 / 吳宏吉 接力組 39 39  07:19:37  09:20:16  02:00:40

40 2051 許正融 / 林大淵 接力組 40 40  07:19:37  09:20:26  02:00:50

41 2081 徐逸齡 / 翁俊民 接力組 41 41  07:19:37  09:22:01  02:02:25

42 2007 謝佾蒼 / 張仁宇 接力組 42 42  07:19:37  09:22:05  02:02:29

43 2087 余志明 / 黃裕仁 接力組 43 43  07:19:37  09:23:05  02:03:29

44 2024 陳秉璿 / 臧金嶽 接力組 44 44  07:19:37  09:23:28  02:03:51

45 2006 呂志倫 / 林韋旭 接力組 45 45  07:19:37  09:23:35  02:03:59

46 2034 陳菊琪 / 黃瑋琪 接力組 46 46  07:19:37  09:24:20  02:04:44

47 2023 葉玉順 / 劉淑玲 接力組 47 47  07:19:37  09:24:43  02:05:07

48 2062 蔡瑋唐 / 朱柏儒 接力組 48 48  07:19:37  09:25:17  02: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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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92 張憶芳 / 莊士賢 接力組 49 49  07:19:37  09:25:28  02:05:52

50 2031 徐宜君 / 蔡佩吟 接力組 50 50  07:19:37  09:25:59  02:06:23

51 2066 王國顯 / 吳欣怡 接力組 51 51  07:19:37  09:26:11  02:06:35

52 2020 林俊樺 / 吳佳芬 接力組 52 52  07:19:37  09:26:26  02:06:49

53 2076 李筱蕙 / 朱英彰 接力組 53 53  07:19:37  09:27:26  02:07:50

54 2029 林子庭 / 邱妙青 接力組 54 54  07:19:37  09:27:36  02:08:00

55 2056 鄭文長 / 洪鈺惠 接力組 55 55  07:19:37  09:29:48  02:10:12

56 2045 戴吉平 / 戴悅 接力組 56 56  07:19:37  09:31:04  02:11:28

57 2085 趙曉慧 / 潘星宏 接力組 57 57  07:19:37  09:31:32  02:11:56

58 2065 朱俊凱 / 洪愛雯 接力組 58 58  07:19:37  09:32:03  02:12:27

59 2083 徐品榛 / 林力傑 接力組 59 59  07:19:37  09:32:36  02:12:59

60 2017 王秋雲 / 李俊淵 接力組 60 60  07:19:37  09:32:42  02:13:06

61 2069 黃士豪 / 張月馨 接力組 61 61  07:19:37  09:34:30  02:14:54

62 2025 羅國隆 / 王慈喻 接力組 62 62  07:19:37  09:34:38  02:15:01

63 2059 黃俊傑 / 黃郁蕙 接力組 63 63  07:19:37  09:35:15  02:15:39

64 2016 陳靜怡 / 楊士儀 接力組 64 64  07:19:37  09:35:32  02:15:56

65 2095 李倬銘 / 黃慶瑋 接力組 65 65  07:19:37  09:37:28  02:17:52

66 2004 宋法欣 / 陳佑昀 接力組 66 66  07:19:37  09:37:39  02:18:03

67 2089 蔡宗享 / 蘇泰瑜 接力組 67 67  07:19:37  09:38:06  02:18:30

68 2099 張哲雄 / 周淑帆 接力組 68 68  07:19:37  09:39:41  02:20:05

69 2046 黃駿育 / 蔡孟坤 接力組 69 69  07:19:37  09:39:48  02:20:12

70 2082 吳宜靜 / 張宇哲 接力組 70 70  07:19:37  09:41:22  02:21:46

71 2079 謝國豪 / 簡域朾 接力組 71 71  07:19:37  09:41:42  02:22:06

72 2030 張佩慈 / 林世勳 接力組 72 72  07:19:37  09:41:58  0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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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74 陳挹芬 / 林國豐 接力組 73 73  07:19:37  09:42:12  02:22:36

74 2021 葉皖心 / 潘佩慧 接力組 74 74  07:19:37  09:43:26  02:23:50

75 2052 翁聖侑 / 蔡佳均 接力組 75 75  07:19:37  09:48:28  02:28:52

76 2044 王姿蓁 / 陳依如 接力組 76 76  07:19:37  09:49:25  02:29:48

77 2077 張集忠 / 王映媚 接力組 77 77  07:19:37  09:50:50  02:31:14

78 2012 郭秀鳳 / 鍾麗珠 接力組 78 78  07:19:37  09:51:02  02:31:26

79 2001 黃柏龍 / 顏昌平 接力組 79 79  07:19:37  09:54:45  02:35:09

80 2027 林聖淵 / 林心如 接力組 80 80  07:19:37  09:55:05  02:35:29

81 2026 李俊億 / 曾雅芳 接力組 81 81  07:19:37  09:57:05  02:37:29

82 2002 宋權益 / 蘇家豪 接力組 82 82  07:19:37  09:58:03  02:38:27

83 2014 陳芃蓉 / 唐毓男 接力組 83 83  07:19:37  09:58:54  02:39:17

84 2010 吳炯德 / 陳虹錦 接力組 84 84  07:19:37  10:02:17  02:42:40

85 2011 黃任慶 / 高莞婷 接力組 85 85  07:19:37  10:07:51  02:48:15

86 2022 張秀玉 / 粘晶菁 接力組 86 86  07:19:37  10:08:45  02:49:09

87 2055 蘇盈信 / 李啟川 接力組 87 87  07:19:37  10:14:47  02:55:11

88 2013 孫文婷 / 林韋君 接力組 88 88  07:19:37  10:16:29  02:56:53

89 2015 楊忠叡 / 鍾玉美 接力組 89 89  07:19:37  10:17:50  02:58:14

90 2047 黃嬿玲 / 劉益鋐 接力組 90 90  07:19:37  10:20:53  03: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