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民來夏綠地定向越野推廣賽

體驗挑戰組(BE)
* 1 (733) 秦煒翔 粘伯榕 0:11:28 愛台灣

* 2 (715) 王禕 王惠民 0:12:50 陽明高中

* 3 (700) 吳佩倫 葉靖瑩 0:13:12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 4 (673) 李健威 梁嘉雯 0:13:22 香港

* 5 (683) 王庭瑄 王俐晶 0:13:25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 6 (734) 林士斌 廖治翔 0:14:53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 7 (676) 王人頡 王彰盟 0:15:00 JDL

* 8 (695) 吳維倫 莊韻玲 0:15:13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 9 (720) 張瑛恬 陳頎勳 0:15:52 新竹定向家族

* 10 (707) 陳盈臻 林宛瑩 0:15:55 神隊友

* 11 (694) 許永昌 劉岢翰 0:16:05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 12 (719) 簡煒峻 吳彥震 0:17:08 火山地震

* 13 (680) 黃靖軒 黃楷睿 0:17:20 歐北蛇

* 14 (681) 高曉雯 黃閔謙 0:17:21 歐北蛇

* 15 (696) 許柏瑞 許凱琳 0:17:23 新店四千金滷味

* 16 (723) 陳斐玲 林晉毅 0:18:30 艾麋鹿

* 17 (725) 王儷嘉 張淂鈜 0:18:46 Rundevil

* 18 (679) 陳俊佑 楊紋豪 0:19:13 有夠會

* 19 (744) 王乃弘 王乃皓 0:19:37 庭聖隊

* 20 (722) 林晉璁 林庭? 0:19:55 艾麋鹿

* 21 (716) 黃崇銘 張富鐳 0:20:16 步兵營達克萊

* 22 (697) 鍾舒宇 鍾馨原 0:20:47 集美國小

* 23 (677) 王怡雯 許舒俞 0:20:51 桃園國小

* 24 (698) 鍾舒閔 陳碧玲 0:20:55 金陵女中

* 25 (736) 施絜云 張少慈 0:21:03 大黑豬

* 26 (743) 莊宜儒 吳政諺 0:21:19 胡亂跑跑者

* 27 (742) 張秀亞 張秀滿 0:21:24 張秀滿

* 28 (713) 邱民澔 林恭璟 0:21:35 步兵營達克萊

* 29 (721) 林昂賢 林彥叡 0:21:46 好棒棒

* 30 (735) 陳俊豪 曾柏樺 0:21:51 陽光宅男

* 31 (740) 施絜心 陳逸倫 0:21:52 八腳遛山豬

* 32 (678) 于筑君 鄭貝勤 0:21:58 絕地重生

* 33 (662) 吳友琳  邱國豪 0:22:16 豪豪隊

* 34 (703) 侯佳伶 鄭旭晃 0:22:44 玩

體驗挑戰組(BE)



* 35 (686) 洪晟翔 廖玟琪 0:23:04 Tony77奔跑去

* 36 (688) 陳慶芳 黃懷恩 0:23:06 完了巴BQ了

* 37 (730) 許碩哲 李慧娟 0:23:15 貘許露大大

* 38 (689) 曹仕朋 廖婉琇 0:23:16 野豬騎士來囉

* 39 (685) 陳宥伶 張碩芬 0:23:33 蘭雅國中

* 40 (684) 陳宥廷 陳皇運 0:23:35 濱江國小

* 41 (724) 黃柏鈞 黃湘甯 0:23:37 小魯班

* 42 (732) 林政君 簡志鈞 0:24:49 Smile

* 43 (675) 王又樂 李欣盈 0:25:08 JDL

* 44 (692) 江思燕 謝秉叡 0:25:50 蒸的丸盪了

* 45 (729) 許宸諭 許宸訢 0:25:54 貘許露小小

* 46 (702) 董 仁 董 晶 0:26:10 小薑愛喫魚

* 47 (705) 張志慶 許美雲 0:26:58 第一次

* 48 (711) 姜清瀚 姜東辰 0:27:01 步兵營達克萊

* 49 (701) 吳家翔 吳家安 0:29:52 吳家家酒

* 50 (728) 林品豫 郭毓倫 0:30:24 溪崑國中

* 51 (661) 周繼祖 鄭博仁 0:31:03

* 52 (726) 吳雅稜 呂紹宇 0:31:09 YandB

* 53 (691) 徐朗傑 陳彥伶 0:31:25 只想耍廢

* 54 (687) 石豐圖 林佳玲 0:31:34 灣麗

* 55 (667) 洪美卿 李秀蘭 0:33:06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56 (666) 鄭金銘 陳錦雲 0:33:59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57 (668) 張玉樹 翁千惠 0:34:07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58 (718) 張琬如 陳柏君 0:35:18 副總瘦到飛起來團

* 59 (693) 李姿嫻 黃靖婷 0:35:51 Just Walking

* 60 (690) 陳耿彬 彭玉佩 0:37:31 布可獅意

* 61 (671) 黃秀蘭  劉美枝 0:40:19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62 (670) 陳緒繐 林冠儒 0:40:20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63 (731) 顏子勛 吳若慈 0:40:42 QQ蛋

* 64 (664) 張龍旺 楊春英 0:40:51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65 (669) 陳彥全 葉月娥 0:40:52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66 (737) 陳侯鈞 陳冠佑 0:42:47 YOYO

* 67 (739) 林秀靜 紀品君 0:42:50 靜君隊

* 68 (665) 李?秋 惠聖文 0:43:17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

* 69 (741) 紀思寧 林秀珍 0:43:31 Jenny740

* 70 (709) 張馨云 趙翊含 0:44:27 神隊友

* 71 (708) 翁嘉蓮 謝孟錩 0:44:31 神隊友

* 72 (738) 江協隆 江承翰 0:45:21 江江小隊

體驗挑戰組(BE)



* 73 (710) 黃祐慈 簡玉女 0:56:47 微笑319

? (712) 李宇浩 林柏葳 ? 步兵營達克萊

? (714) 吳建廷 王俊傑 ? 步兵營達克萊

( 體驗挑戰組(BE) , Not finish = 0 ,  * = Rank fixed , ? = Late start possibil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