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參賽名單 

【24小時超馬賽】 

競賽編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國籍 

2401 石川佳彥 ISHIKAWA, Yoshihiko 男 日本 

2402 佛羅里安‧羅伊斯 REUS, Florian 男 德國 

2403 丹‧勞森 LAWSON, Dan 男 英國 

2404 史鐵佛尼‧胡耶爾 RUEL, Stéphane 男 法國 

2405 安得魯‧拉吉國斯基 
RADZIKOWSKI, 

Andrew 
男 波蘭 

2406 陀瑪斯‧魯道夫 RUDOLF, Tamas 男 匈牙利 

2407 楢木十士郎 NARAKI, Toshiro 男 日本 

2408 凱特琳‧娜姬 NAGY, Katalin 女 美國 

2409 柯特妮‧島瓦特 DAUWALTER, Courtney 女 美國 

2410 趙紫玉 ZHAO, Zi-yu 男 中國 

2411 闕鐵城 CHUEH, Tieh-Cheng 男 台灣 

2412 康庭瑞 KANG, Ting-Jui 男 台灣 

2413 陳學軍 CHEN, Xue-Jun 男 中國 

2414 高志明 KAO, Chih-Ming 男 台灣 

2415 原良和 HARA, Yoshikazu 男 日本 

2416 青谷瑞紀 AOTANI, Mizuki 女 日本 

2417 黃筱純 HUANG, Hsiao-Chun 女 台灣 

2418 梁允怡 LEUNG, Wan-Yee 女 香港 

2419 鄭揚展 JEN IANG-JAN 男 台灣 

2420 大滝雅之 OTAKI, Masayuki 男 日本 



競賽編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國籍 

2421 黃崑鵬 HUANG, Kun-Peng 男 台灣 

2422 林俊良 LIN, Chun-Liang 男 台灣 

2423 吳念湘 WU, Nian-Hsiang 男 台灣 

2424 曾哲信 TSENG , Che-Hsin 男 台灣 

2425 賴偉民 LAI, Wei-Ming 男 台灣 

2426 張文輝 CHANG, Wen-Hui 男 台灣 

2427 江伯盛 CHIANG, Po-Sheng 男 台灣 

2428 劉明智 LIU, Ming-Chih 男 台灣 

2429 汪道遠 WANG, Daw-Yuan 男 台灣 

2430 鄔棕輝 WU, Chung-Fai 男 香港 

2431 顏禾洋 YEN, Ho-Yang 男 台灣 

2432 劉千聿 LIU, Chien-Yu 女 台灣 

2433 陳士偉 CHEN, Shih-Wei 男 台灣 

2434 王少華 WANG, Shaw-Hwa 男 台灣 

2435 羅維銘 LO, Wei-Ming 男 台灣 

2436 周俊宏 CHOU, Chun-Hung 男 台灣 

2437 許鈞翔 HSU, Chun-Hsiang 男 台灣 

2438 黃萬富 HUANG, Wan-Fu 男 台灣 

2439 楊皇蘭 YANG, Huang-Lan 女 台灣 

2440 林素真 LIN, Su-Chen 女 台灣 

2498 曾志龍 CHENG, Zhee-Long 男 馬來西亞 

2499 許榮興 KOH, Yong-Heng 男 馬來西亞 

  



【30分鐘名人、貴賓、校友、大專教職工體驗賽】  

競賽編號 姓名 組別 身分/畢業年度 

1919 馬英九 男 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 

3001 潘維大 男 東吳大學校長 

3002 王淑芳 女 東吳大學社會資源處處長暨主任秘書 

3003 東方介德 男 東吳大學體育室主任 

3004 蕭宏宜 男 東吳大學學務長 

3005 黃寬裕 男 東吳大學校牧室主任 

3006 劉宗哲 男 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 

3007 方進隆 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 

3008 洪長岸 男 東吳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3009 譚湘龍 男 東吳大學上海校友會會長 

3010 胡季祺 男 東吳大學北加州校友會副會長 

3011 傅淑穎 女 大愛台記者 

3012 李文顥 男 台視媒體記者 

3013 胡景順 男 民視媒體記者 

3014 陳君傑 男 三立媒體記者 

3015 林秉州 男 台視媒體記者 

3016 蔡秉儒 男 東森新聞記者 

3017 吳昇府 男 愛爾達媒體記者 

3018 王家杰 男 愛爾達體育台記者 

3019 陳家蕙 女 NOWnews 今日新聞 

3020 陳立剛 男 東吳政治學系/政治系 71級 

3021 吳淑慧 女 東吳大學出納組組長 

3022 熊賢芝 女 東吳大學人社院 

3023 林麗珠 女 東吳大學總務處營繕組/中文系 85級 

3024 中村直孝 男 日文系兼任講師 

3025 林洺瀠 女 東吳大學會計室組員 

3026 楊道偉 男 營繕組/技士 

3027 陳佩塘 男 營繕組 

3028 謝伯淦 男 環安事務組技工 



競賽編號 姓名 組別 身分/畢業年度 

3029 李俊銘 男 東吳大學軍訓室 

3030 劉秀專 女 民進黨民調中心/政治系 80級 

3031 欉俊霖 男 合庫人壽/主任/商數系 93級 

3032 王琇瑩 女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102 級 

3033 吳宜倫 女 105級社會工作系 

3034 於仁鋒 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專責導師 

3035 張桂碧 女 英文系 104 級 

3036 謝文馨 女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會計系 83級 

3037 李坤璋 男 東吳大學會計系主任/會計系 83級 

3038 張桂娥 女 東吳大學日文系專任教師/日文系 82級 

3039 蘇天寶 男 東方僑福有限公司 副總/83 年英文系畢 

3040 翁亞寧 女 台北市智障者協會社工/社工系 104級 

3041 蔡明臻 女 書業投資主管特別助理/歷史系 100級 

3042 陳中觀 男 法律系 106 級 

3043 梁力仁 男 東吳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3044 留國泰 男 德文系 95 級 

3045 EURING, Nicole 女 預訂參加選手 Florian Reus 之親友 

3046 夏怡婷 女 企管系 101 級 

3047 彭雅勤 女 企管系 98 級 

3048 林源祥 男 新益美集團台北分公司/東吳 EMBA101級 

3049 張維凌 女 實踐大學衛保組護理師  

3050 翁少庭 男 實踐大學系統組組長 

3051 高增佩 女 無/東吳 EMBA101 級 

3052 陳昌宏 男 日文系 91 級 

3053 陳尚群 男 臺灣師範大學教務處組員 

3054 翁聖洋 男 東吳大學財精系 99級 

3055 劉詩聖 男 東吳大學校友總會顧問 

3056 沈柏鴻 男 東吳大學中文系視盲學生 

3057 王士朋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視盲學生 

3058 謝少青 男 東吳大學中文系視盲學生 



【60分鐘校友及企業個人體驗賽】 

競賽編號 姓名 組別 身分/畢業年度 

1001 楊俊峰 男 東吳歷史系副教授 

1002 林正村 男 東吳大學招生組編纂/日文系 69級 

1003 李素娟 女 東吳大學德育中心專員/政治系 80級 

1004 劉思怡 女 東吳大學校務發展組專員/中文系 82級 

1005 黃慧玲 女 東吳大學群育暨美育中心/社工系 85級 

1006 鄭秀涼 女 東吳大學環安事務組/英文 

1007 古政昕 男 東吳大學招生組組員 

1008 盧士正 男 註冊課務組 

1009 葉東哲 男 日文系兼任老師/日文系 97級 

1010 周煜姍 女 政治系 99級 

1011 洪千芳 女 東吳政治 101 級 

1012 張芷綺 女 政治系 101 

1013 陳泓達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 99級 

1014 鄭儒謙 男 微生物系 99 級 

1015 李承叡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 99級 

1016 林祐增 男 法律 99級 

1017 余韋逸 男 會計系 94級 

1018 林祜民 男 無/會計系 94 級 

1019 林志軒 男 無/會計系 94 級 

1020 蔡嘉育 男 會計系 94級 

1021 鄭堯中 男 司法院刑事廳科長/法律學系碩專 102年畢 



競賽編號 姓名 組別 身分/畢業年度 

1022 李兆弘 男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室/ 

法律學系司法實務組 84級 

1023 楊士政 男 會計系 94級 

1024 朱健興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 95級 

1025 黃聖傑 男 中國文學系 2009 年畢業 

1026 陳仲良 男 法律系 99級 

1027 張晏甄 女 司法院刑事廳科員/法律系 98級 

1028 吳思穎 女 法律系 100級 

1029 洪士茗 男 法律系 95級 

1030 陳曜志 男 社工系 95級 

1031 詹英聰 男 財精系 94級 

1032 吳裕仁 男 東吳大學中文系 99級 

1033 鄭義耀 男 國貿系 98級 

1034 王璽惠 女 長庚科技大學學務處/社工系 89級 

1035 張淑慧 女 社會學系 84年入學 88年畢業 

1036 張富美 女 心理學系 82年入學 

1037 姚舜凡 男 丸玩琴音樂團長/ 社會系 85級 

1038 張燕如 女 英文系 85年入學 89 年畢業 

1039 陳冠廷 男 物理系/100 級 



【5小時超馬接力賽─開跑時段】 

東吳學生組 

1 競賽編號：171 隊名：跑步玩之邊跑邊玩 

 
洪堯鴻 葉慧真 黃昱銘 鄭美鈴 洪綺乙 

李易霖 江梅愔 游家瑞 曹治宇 賴妍如 

2 競賽編號：172 隊名：東吳大學 

 
陳品叡 蔡幸妏 顏紫璇 黃薆澐 鄧又禎 

范雅惇 吳家蓁 黃詩涵 許哲易 方麗潔 

3 競賽編號：173 隊名：會二 B 

 
張穎捷 林煜捷 杜雲翮 莊潤親 招詠苓 

孔志軒 彭子庭 王鼎勳 盧昱翔 高嘉鴻 

4 競賽編號：174 隊名：奔跑寶貝 

 
江盈瑩 張家慈 謝勻方 邱雅欣 羅苡禎 

游馥戎 吳庭安 林唐安 陳培慈 劉至倢 

5 競賽編號：175 隊名：Wind Chasers 

 
刘 晨 浦锦柯 刘诗豪 戴晓韵 李 婕 

田 皓 杨 凯 刘至舲 罗颂天 武沁雯 

6 競賽編號：176 隊名：親善舞團 

 
周宣晴 陳怡安 盧加恩 陳怡潔 王照銘 

陳寬毅 張爾雅 莊琇硯 李敬儒 張巧妮 

7 競賽編號：177 隊名：哈洗累 

 
張玉亭 陳競輝 莊証皓 黃昱愷 劉蘋萱 

黃子洵 鄭宇軒 蔡品蓁 周奕成 張祥梅 

8 競賽編號：178 隊名：愛理不愛理你 

 
岳世晟 黃珮芬 何良能 林世羽 曾丞慶 

林奕呈 林志函 王明仁 詹紹均 林家慶 

9 競賽編號：179 隊名：宗銘好帥怎麼辦幫 QQ 

 
陳猷博 林彥志 吳晨嫣 蔡柏穎 李芷凌 

洪宗銘 凌倫翎 孫丕盈 周依柔 戴浚恆 

東吳校友組 

10 競賽編號：201 隊名：跑步玩跑步好玩 

 
温福星 鄭若榆 王國強 林廣成 黃彥瑋 

盧文彥 黃千芳 廖珮君 陳雅詩 張文印 



11 競賽編號：202 隊名：跑步玩之不跑不玩 

 
李其曄 簡宜慧 吳琳筣 王濟君 楊淳惠 

陳宏恩 洪子淳 童玉鈴 盧時君 黃乙玲 

12 競賽編號：203 隊名：吃飽就要跑 

 
顧書華 林家雯 許榮昌 楊士維 林政璋 

洪浦釗 張碩芬 蔡蕙芳 莊博盛 林靜茹 

13 競賽編號：204 隊名：芭樂天團 

 
沈筱莉 林幸蒨 曹惠玲 張寧洲 劉易昌 

蘇仁廷 蔡耀賢 傅寶源 甯智倫 陳繼翔 

14 競賽編號：205 隊名：東吳山友 A 

 
蔡明宗 劉根顯 黃毓婷 盧映璇 莊凱甯 

施美鈴 廖翌翔 許兆芳 王翔群 施建宏 

15 競賽編號：206 隊名：東吳山友 B 

 
王伸倉 蕭佩玉 鄭雅倫 郭一平 陳泓仁 

黃建普 鄭信宏 洪文章 游裕明 程郁淳 

16 競賽編號：207 隊名：東吳山友 C 

 
李龍鴻 沈佳惠 黃郁雯 項惟敏 李惠娟 

林振輝 楊家驊 吳榮軒 蔡仁偉 林忠義 

17 競賽編號：208 隊名：東吳企管飛馬隊 

 
林王焜 吳詩晨 鄭少珣 羅中基 李暮培 

于善蒂 林姵葶 史珮琪 林彥良 湯明木 

18 競賽編號：209 隊名：跑到脫褲壹陸團 

 
謝晉程 李峻維 何冠達 藍泓棋 王炫博 

傅若梅 汪伊婷 郭卜瑞 吳泳澐 雷志昇 

19 競賽編號：210 隊名：心一點靈 B12 

 
許曼君 賴岳炫 郭鄞瑜 徐振彥 張茹瀅 

許玄竺 許哲誠 楊世豪 蘇煌祐 黃鈺婷 

20 競賽編號：211 隊名：台北市校友會×校友總會 

 
葉家含 陳惠貴 林佳萱 劉義群 陳佩塘 

王天偉 蔡粵楊 東方介德 余依緹 鄭元龍 

21 競賽編號：212 隊名：桃園市校友會×校友總會 

 
林政賢 黃義章 張勝豐 高冠裕 陳琬婷 

林 寰 蔡昆原 白景文 楊馥僑 吳佩瑾 

22 競賽編號：213 隊名：上海校友會×校友總會 



23 競賽編號：214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厭世人生 

 
戴天麗 張  詠 莊敦傑 陳佳慧 李采潔 

林志祥 陳曉珊 蔡宜軒 徐佑華 楊婷鈞 

24 競賽編號：215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男籃校友 

 
黃耀緯 張樹煊 林洋助 黃薇築 蕭俐婷 

郭建宏 劉兆恩 黃昱瑋 陳翊勛 楊思亮 

25 競賽編號：216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東吳女排 SOB 

 
林雅雯 王鴻鈴 徐維斌 黃于玲 謝宏美 

詹珮雯 潘宜惠 吳裕仁 羅啟航 謝書齊 

26 競賽編號：217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羽球校友 

 
沈明賢 李明吉 蔡  良 黃芳雪 廖欽翔 

劉健海 陳建敏 黃育章 陳秀惠 鄭又瑋 

27 競賽編號：218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政治學系 

 
韓政憲 戴幸芳 劉秀專 侯仲軒 陳鳳瑜 

簡立易 張少奇 林瓊珠 許增如 周嘉芬 

28 競賽編號：219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社工所 

 
陳星伶 程靖婷 楊捷羽 蔡仲環 林玟秀 

郭施恩 張茂閎 羅 婷 吳儀慧 陳今竣 

29 競賽編號：220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英文系 

30 競賽編號：222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微生物學系 

 
吳珍綺 蔡佩伶 蔡學宗 彭冠智 王培軒 

謝馥媺 趙育德 鄭儒謙 蔡雅因 林昀勵 

31 競賽編號：223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PSY五代同堂 

 
魏毓汝 邱宇箴 廖永生 鄭衍宣 劉玠志 

廖百章 羅佩怡 張冠勝 洪國維 賴祺文 

32 競賽編號：224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商學院 

 
傅祖壇 孫嘉宏 高立翰 柯瓊鳳 湯美玲 

李坤璋 吳宜蓁 何煒華 吳吉政 樊學良 

33 競賽編號：225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經濟學系 

 
范嘉宏 柯慈儀 王恆宜 胡季棋 譚志祥 

張義鵬 江美玲 邱義晃 許紘睿 陳秋萍 

34 競賽編號：226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會計學系 

 
蔡炳輝 何品潔 侯朋駿 游曉葳 陳瑞琪 

吳家煌 蔡佩彣 田英立 李騏全 徐珮馨 



35 競賽編號：227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東吳最後希望 

 
林聖傑 李和晉 蔡銘哲 楊雅婷 陳琇丹 

陳威名 蕭至良 江宜倩 吳㚸穎 林采慧 

36 競賽編號：228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財精粉絲團 

 
莊聲和 喬治華 周彥廷 陳姵陵 趙詩華 

徐莉虹 林音汝 陳姵潔 沈柏楷 陳柏欣 

37 競賽編號：229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財精 50 

 
詹芳書 李承宗 黃尚于 李珮慈 鄭宜安 

林長立 李昀霖 胡詠琪 王儀瑄 張亞冰 

38 競賽編號：230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商數傳承 

 
林忠機 鄭弘偉 郭政融 陳芷筠 薛韻倢 

吳政訓 阮意中 李欣怡 張真榕 黃凌昀 

39 競賽編號：231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走嘎那杯 

 
吳為杰 蘇炳璁 林熙傑 丁嘉昱 張瑞洋 

石怡潔 許雅嵐 郭儀蕙 魏雅音 林宇辰 

40 競賽編號：232 隊名：東吳校友聯盟隊 

 
張惠雯 洪嘉齡 陳如玉 江邦彥 楊景凱 

佘沁茹 唐留美 施浚海 蔡榮杰 賴建忠 

贊助廠商組 

41 競賽編號：401 隊名：超秦企業股份有公司 

 
李燦煌 張逸群 侯逸成 王淳一 王永發 

趙元培 焦心宇 王美聖 李文華 陳錦範 

42 競賽編號：402 隊名：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慶 蔣發奎 陳晉肇 張智承 吳信輝 

陳書銘 洪俊昊 黃宣珮 丁凰如 石芳郡 

43 競賽編號：403 隊名：味王大食客 

 
王國隆 王國慶 牟怡潔 蔡篤彥 王瑞國 

張瀞方 梁啟文 黃千倚 詹本榆 張宗志 

44 競賽編號：404 隊名：瑞銀鋼鐵人 

 
倪世威 蔡益信 杜志桓 林衍致 古文兆 

陳俊宇 陳柏任 廖翎利 李怡蓁 鄭貞妮 

45 競賽編號：405 隊名：瑞銀特戰隊 

 
何達玖 朱瑾祐 張堯騰 葉士豪 陳寯琳 

藍國瑄 周易駒 侯靜怡 陳怡如 梁淑英 



46 競賽編號：406 隊名：喬山要贏隊 

 
于無咎 連勃嘉 楊俊展 江哲維 林心柔 

戴鈺祥 簡佑蓉 洪英雄 周宗霖 吳佳晏 

47 競賽編號：407 隊名：崇友實業 

 
張芯渼 唐國維 詹瓊枝 蔡邦定 江鳳雪 

張智傑 周上詠 彭德忠 艾光漢 謝品山 

48 競賽編號：408 隊名：崇友馬其樂 1隊 

 
欒皓丞 裴晋國 林適民 唐宏亮 姚舒翎 

彭聖介 王祖瑋 彭仁洲 蕭善尹 王智瑩 

49 競賽編號：409 隊名：崇友馬其樂 2隊 

 
詹進鴻 趙茂文 吳書瑋 符聖玲 許雯淳 

廖承紹 林人偉 鄭世賢 游象村 許新發 

50 競賽編號：410 隊名：崇友馬其樂 3隊 

 
施宏彥 劉宜勝 王雅倫 吳政忠 吳盈瑩 

陳明彥 胡忠傑 劉玉棟 林弘昇 欒德芳 

51 競賽編號：411 隊名：美兆集團 A 

 
陳輝倫 李翰暄 朱大維 曹栢瑜 查慧珊 

郭治言 吳詩婷 柯翔胤 陳立芸 陳俐安 

52 競賽編號：412 隊名：美兆集團 B 

 
劉育慈 陳虹嫻 程守信 黃欣怡 陳文恭 

林成繹 陳玟瑋 黃偉菘 蔡憶珊 吳翠娥 

53 競賽編號：413 隊名：Vamossports 翊起運動 

 
徐裴翊 李家梵 陳怡鵑 廖明昶 劉佳蒨 

梁語庭 莊詠豪 李聿平 鄭清源 卓順瑜 

54 競賽編號：414 隊名：東吳大學校友總會 

 
姚君翰 劉詩聖 林依潔 黃冠升 朱建平 

黃元直 王 琳 陳文銅 譚 彥 李岷錡 

55 競賽編號：415 隊名：富蘭克林×東吳校友總會 

 
邱顯瑋 林慧妮 陳婉容 洪盛傑 劉汶銘 

艾睿生 汪宸鋒 劉冠均   

56 競賽編號：416 隊名：台北市校友會×美好樂 

 
郭香雲 陳其豐 吳淑慧 許晉雄 李承浩 

賴奕勛 祈之暄 賴弈均 劉冠麟  鄭景徽 



57 競賽編號：417 隊名：東吳校友總會×弦誦合唱團 

 
洪長岸 林光清 葉淑玲 藍良木 熊賢芝 

陸義淋 彭美寶 賀瑞梅 黃怡芳 方嘉男 

社會團體組 

58 競賽編號：539 隊名：實踐家 

 
柳家佳 陳文虎 林享勳 林凱旋 陳宣佑 

林隆宏 紀華琴 彭俊雄 陳芳薇 洪耀庭 

59 競賽編號：540 隊名：實踐家基金會 

 
陳洧鈞 林彥佑 周禹宏 黃彥榕 陳貫宇 

賴佳暐 蔡景賦 陳妍熹 張良丞 謝愛麗 

【5小時超馬接力賽─午跑時段】 

1 競賽編號：101 隊名：最後一次甩來甩去 

 
陳奕夫 陳柏宏 莊婷雅 宋翊瑄 陳則宇 

徐翌菱 劉有容 廖啟忠 陳資涵 李勁諺 

2 競賽編號：102 隊名：大德戰隊 

 
吳智堯 戴旻真 林文心 黃品蓁 陳品君 

吳奇軒 涂苡瑄 林宏洋 詹大德 林柔均 

3 競賽編號：103 隊名：嘉嘉跑最快 

 
林秉軒 葉宇修 江岱威 匡嘉恆 劉雨潔 

傅珮雯 吳宜蓁 黃昱嘉 盧思瑜 王怡萱 

4 競賽編號：104 隊名：減肥團 

 
羅健祐 曾柏璿 林妍君 陳佳儀 林楚意 

林韋辰 林憲二 曾郁鈞 許佑安 蔡承謙 

5 競賽編號：105 隊名：歡樂MPC 

 
邱丞竹 張維真 徐瑞茵 林奕岑 陳宥竹 

林姿瑜 張靄勻 吳欣盈 林冠宇 陳劭彥 

6 競賽編號：106 隊名：Soul Runner 

 
姚君翰 周祥蕙 陳樂融 王貝予 徐逸婷 

林姿妤 林冠承 李沛容 林映如 陳沛綺 

7 競賽編號：107 隊名：該運動嘍 

 
彭彥勳 蘇雍竣 吳晨瑜 吳宛珊 陳雅雯 

全宥滕 林怡勤 李思萱 張建濠 殷耀晨 



8 競賽編號：108 隊名： CD超馬團 

 
華語柔 卓雅婷 廖郁欣 楊芮綺 歐于禎 

鄭芷榆 林倚如 陳映廷 黃凱琪 劉蓓蓓 

9 競賽編號：109 隊名王育翎：你還有 freestyle 嗎？ 

 
陳宥仲 朱品潔 陳宥仲 林莉容 史巧慈 

李倚安 江采亭 黃仁寬 王育翎 廖筑聆 

10 競賽編號：110 隊名：沒跑完胖一輩子 

 
舒葦鈞 黃憶芸 張敏如 范家瑄 林恬名 

鍾  毓 巫星儀 金廷蓁 萬泓毅 吳敏萱 

11 競賽編號：111 隊名：冠軍是這隊 

 
張武一 練  擎 洪國鈞 李婉瑄 陳君威 

張祐瑋 謝雨汎 彭子威 石婉蓁 陳景成 

12 競賽編號：112 隊名：地方的媽媽需要超跑 

 
何莉珊 陳鴻濬 高佩穎 謝凱諺 胡煒杰 

葉政瑋 許家豪 吳夏天 高雅琪 鐘  顓 

13 競賽編號：113 隊名：想不到隊名 

 
柯佳妤 譚利楊 劉聿欣 丘哲禹 郝貞祥 

黃意涵 黃彥誠 梁靖珮 呂秉峻 詹心語 

14 競賽編號：114 隊名：取名好難 

 
吳政佑 廖仕倛 賴怡萱 顏敬育 林凱鈞 

蔡靜渝 謝嘉軒 葉亦涵 吳曜宏 高薇婷 

15 競賽編號：115 隊名：討人厭的阿岳毛很多 

 
陳  璿 李紀緯 陳文昕 邱昱婷 蔡郁銘 

黃宛琳 朱定柏 商鎮岳 蔡云軒 李芳榮 

16 競賽編號：116 隊名：大三老人跑跑跑 

 
鄭以琳 楊舒婷 林孟璇 張  勻 陳  瑾 

李崴瀚 張書涵 林怡君 左芝宇 楊竣晏 

17 競賽編號：117 隊名：飛天馭龍一統江湖 

 
洪筠展 張芯綺 林詠棋 謝涵因 連家萱 

倪郁翔 許孟昌 李奕翔 林湘芸 劉禹辰 

18 競賽編號：118 隊名：失速列車 

 
盧玟伶 高婉純 陳芳儀 邱詩涵 張旭凱 

張雯婷 林芷君 林新耘 李唯馨 關家樂 



19 競賽編號：119 隊名：貓咪碰啾蹦 

 
林昌達 許宜潔 黃柏儒 林家文 黎晉瑄 

羅予婕 黃鈺雯 楊宜庭 吳佳蓁 黃敬淳 

20 競賽編號：120 隊名：企管迎新宿營跑起來 

 
黎思妧 洪世曄 陳冠學 吳宏儒 歐力嘉 

林昱均 陳  和 郭  霆 陳孝端 謝宜庭 

21 競賽編號：121 隊名：東吳慢跑團 

 
張心玫 劉依晴 何奕安 李懿多 王音茵 

潘家慧 汪巧雯 葉昱群 黃  靖 林綺頡 

校外學生組 

22 競賽編號：301 隊名：94i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羅逸溶 林冠志 葉文萃 鍾宜霖 莊仲薇 

林凱一 黃鴻鈞 簡韻倢 張芸瑄 蘇敬倫 

23 競賽編號：302 隊名：二勢力-祝你一鹿順蜂 

 
林睿恩 李昀庭 吳承叡 王昱閔 王昱雯 

蔡君蔓 劉柏均 戴侑廷 王以寧 吳胤葵 

24 競賽編號：303 隊名：二勢力-奔鹿嚇嚇叫 

 
王藝紋 王藝涵 潘雅辰 鄭芮淇 陳奕均 

王少圻 黃楷昇 黃楷軒 王順泰 盧德瑜 

25 競賽編號：304 隊名： CPU警魂 

 
蔡孟杰 胡志榮 黃昱鈞 游文歆 沈凡傑 

黃恊宸 許珈綺 孫吉筠 賴何杰 曹砡銘 

26 競賽編號：305 隊名：明新熱血服務隊 

 
吳佩娟 歐念彤 梁  菱 周怡君 古毓慈 

彭珈芸 謝明凱 蔡宗和 蔡宗熹 黃乾瑄 

社會團體組 

27 競賽編號：501 隊名：北投間歇小木偶 

 
吳佳哲 朱盈穎 陳湘寧 林彧郬 洪榮賢 

許竣隆 劉家驥 孫伯元 黃俊豪 林育成 

28 競賽編號：502 隊名：北投山路小木偶 

 
李惠萍 陳宣諭 潘佩宜 陳裕仁 徐偉峻 

林俊傑 翁孟寬 許弘義 黃河清 賴弘彬 

29 競賽編號：503 隊名：北投河濱小木偶 

 
林岱佑 林念荷 吳依吟 洪吟嬅 李忠諭 

吳柏勳 簡哲鴻 潘力豪 朱承杰 陳建銘 



30 競賽編號：504 隊名：歡樂跑跑跑 

 
林毓軒 林毓芩 劉珍蘭 蘇昱禎 陳韻琦 

鄭玉欣 鄒昇涵 陳貞伶 許乃心 林惠慈 

31 競賽編號：505 隊名：我愛瓏美麗 

 
高玉瓏 吳欣怡 李昀晏 鍾維憶 田玲瑗 

吳家慧 張景台 白家豪 劉文欽 曾俊傑 

32 競賽編號：506 隊名：瓏美麗來了 

 
邱瑞美 傅愛麗 鍾梅麗 洪舒媚 黃秀雅 

廖文怡 陳昭宇 王如宏 董智尚 陳士寬 

33 競賽編號：507 隊名：安聯人壽 

 
林浻揚 王瑞鴻 黃姿諭 葉俊宏 王壽銘 

劉紳霈 蔡友程 吳宜家 江芝姿 魏宏娟 

34 競賽編號：508 隊名：華南靚鷹 

 
鄭孟浩 王昭庭 陳伯壎 林志維 陳思蓉 

歐世達 施婉柔 伍珍瑩 楊勝富 張慧珍 

35 競賽編號：509 隊名：像風一樣的跑者 

 
楊志仁 周子雲 易光夏 曾建誠 林品妤 

蔡勝旺 江麗娟 張俊宏 謝時先 王俊雄 

36 競賽編號：510 隊名：於東馬認識，相約東吳再相聚 A隊 

 
趙湧洺 林胤禎 韋秉文 李曜丞 王國川 

林雅虹 李忠信 劉世鴻 詹珮倪 王盈之 

37 競賽編號：511 隊名：於東馬認識，相約東吳再相聚 B隊 

 
陳星光 莊芸榕 蔡東霖 曾心怡 朱敏綺 

黃群芬 柳昶任 陳世泓 王雪瓊 劉智豪 

38 競賽編號：512 隊名：TRC  

 
林鼎洋 孫鴻恩 劉夢蕾 陳寵文 葉世洋 

施宏達 劉念軍 林后原 葉政佑 林柏維 

39 競賽編號：513 隊名：裕進跑一跑  

 
何定燕 王慧穎 洪銘燦 黃永興 陳皇吉 

楊榮華 張益維 郭哲宏 丁曉珊 曾蕙蕙 

40 競賽編號：514 隊名：台達資本 

 
張晏銓 劉亮甫 王潤台 譚大剛 連雪岑 

俞可倩 黃育文 畢祖明 謝旺良 陸家宇 



41 競賽編號：515 隊名：鐵嘴組 

 
陳炳憲 何晉斌 李時雨 李美青 許文儒 

劉仁傑 陳錦華 李天如 張家彬 謝瑋庭 

42 競賽編號：516 隊名： 博大威武歡樂隊 

 
王傅民 張文權 郭恩宏 何坤謙 羅  仁 

官聲權 舒禹瑄 楊馥綺 馮信榮 吳怡潔 

43 競賽編號：517 隊名：二勢力-國家代表隊 

 
林逸潔 王至德 黃久久 陳冠瑛 翁金鶯 

王彤語 吳蕙芬 鄭維忠 林靜瑜 蔡惠如 

44 競賽編號：518 隊名：二勢力-世大運混雙代表隊 

 
謝振東 陳慧如 陳美如 黃智慧 戴嘉勝 

李聰政 盧家涵 洪淑華 吳政達 薛琤齡 

45 競賽編號：519 隊名：二勢力-青春狂想跑  

 
林立人 傅如馨 翁家敏 王舒嫻 郭明偉 

陳鳳敏 饒素連 李依蓉 游安君 蔡曉琪 

46 競賽編號：520 隊名：二勢力-美廉社 

 
劉家能 林雅倩 盧道正 何亭蓉 何羽欣 

林家禾 宋運千 馮靖為 郭雅玲 蔡昌玹 

47 競賽編號：522 隊名：Aon TW Racer  

 
范謝豪 陳安康 葉錫全 林佳慧 陳曉蓁 

蔡禮至 洪寧黛 閻懷奇 徐柏園 張榮茜 

48 競賽編號：523 隊名：牽牽小手 

 
陳鉦霖 謝汭逾 施玉子 沈育羚 謝佳燁 

江惠琳 李政達 邱彥榕 曾貴宏 曾紹銘 

49 競賽編號：524 隊名：宥文圓夢隊 

 
陳宥文 黃琮淇 張育綾 吳匡庭 鄭玗青 

張智翔 洪瑞紋 顏佩瑩 邱姮媛 蔡安娜 

50 競賽編號：525 隊名：基隆好馬長跑隊  

 
陳宇璿 陳瑋琳 余亭緣 王子銘 楊宏舜 

陳信良 賴芸鋒 賴芸毅 吳成昌 黃俊麒 

51 競賽編號：526 隊名：MASTECH  

 
吳宗芳 李欣樺 陳彥霖 許宸維 孔祥堅 

郭奇芬 林曉青 石孟田 呂治緯 林佩嫻 



52 競賽編號：534 隊名：內湖鐵人 GOGOGO 

 
廖書安 陳廣興 吳亮瑩 高玉美 劉邦鳴 

黃照理 朱振輝 黃漢邦 江文財 謝忠賢 

53 競賽編號：601 隊名：Garmin Sports 井上真悟 

 
井上真悟 林建易 蔡永棠 Kevin lin Joanna 

謝佳晉 徐佑昇 翁相澤 陳玫雯 林冠汝 

【5小時超馬接力賽─夜跑時段】 

1 競賽編號：130 隊名：幸福就在我手裡 

 
過  涵 馮立欣 張鈺媙 劉育岑 劉智芬 

潘乃宜 王藝臻 黃例瑜 郭衍嘉 盧宇蓁 

2 競賽編號：131 隊名：跟我在一起就  

 
詹鴻緯 李國任 林書玄 李冠賢 戴台岸 

楊雅惠 楊蕙禎 高凡晴 陳聖諺 黃怡瑾 

3 競賽編號：132 隊名：東吳鐵人三項代表隊 

 
丘哲禹 劉聿欣 李岷錡 鮑  容 姚君翰 

黃彥誠 柯佳妤 譚利楊 陳駿逸 陳  瑮 

4 競賽編號：133 隊名：大鼻孔戰隊 

 
李芳岐 黃品禎 簡雯棋 莊玉慈 湯曜遠 

王宜暄 陳靖穎 林祖任 楊元靖 陳  希 

5 競賽編號：134 隊名：懶巴加貳 

 
蔡鎮璟 洪筠展 張麗詩 李禹承 郭建宏 

吳晟瑋 趙怡安 蕭采如 余致德 魏世和 

6 競賽編號：135 隊名：不管名次了先找我的 wifi 

 
王姿予 郭欣玫 洪珮瑜 洪詠盛 張偉群 

許幀貿 駱先萱 謝旻翱 李明宜 高羽彤 

7 競賽編號：136 隊名：東吳高顏值跑團 

 
沈芳羽 沓沂暄 賴昱亘 李姿萱 林潔希 

陳英男 孟嘉美 石詠妙 李文傑 劉千萍 

8 競賽編號：137 隊名：美女與肥宅們 

 
林佑亘 吳柏儒 紀柏丞 蘇柏穎 黃姵蓉 

張育嘉 張書芳 劉  芃 高梓鈞 陳宜欣 



9 競賽編號：138 隊名：懶懶油油懶蘭熊 

 
張珈榕 呂倩瑩 林佩玟 張台宜 李怡臻 

周尚言 藍奕麟 朱苑汝 陳瑞佐 藍弘森 

10 競賽編號：139 隊名：第三哩送你回壽卡 

 
林佑珊 黃  山 陳昱憲 鍾秉軒 陳彥予 

黃少齊 李鈺翎 盧奕丞 曾小榕 鄭凱中 

11 競賽編號：140 隊名：我想要賺錢搬到市中心 

 
陳佑謙 詹景棋 周翊豪 周鈺涓 鄭婕文 

陳  岡 簡俊凱 陳昱安 陳彥婷 王智生 

12 競賽編號：141 隊名：ㄕㄏ系ㄎ一ㄤㄎㄧㄤ隊 

 
梁浩程 靳恩嘉 段佳睿 王丞駿 蕭嶔祥 

謝宗恩 杜純瑩 吳冠霆 陳以捷 顏菀倫 

13 競賽編號：142 隊名：東經老屁股 

 
張彥翎 李興亮 黃乙達 林杰侒 譚聿彣 

李  欣 林子容 邱瀚陞 許名凱 陳弘凱 

14 競賽編號：143 隊名：三 B超馬跑起來 

 
劉芳妤 魏薇桓 陳佑丞 陳正益 徐致偉 

王家偉 施養彥 張心柔 林奕璇 廖家陞 

15 競賽編號：144 隊名：火锅底料 

 
陳思思 游克予 蘇冠達 李洛菱 陳冠瑋 

楊東霖 蔡文嘉 李菁菁 謝皓昀 黃琬庭 

16 競賽編號：145 隊名：陆生长跑勇士团 

 
高梓棋 左  佐 孙新年 陶  醉 张宇泉 

张延康 劉峻佐 林  慧 王子悅 呂  千 

17 競賽編號：146 隊名：超，馬的永和宋湯頭 

 
陳彥霖 宋若慈 陳冠翰 黃宇榕 張采雯 

湯  筠 鄭哲珉 連彥程 王孝巽 陳冠綸 

18 競賽編號：147 隊名：東吳社工所 

 
陳星伶 郭施恩 程靖婷 張茂閎 楊捷羽 

羅  婷 蔡仲環 吳儀慧 吳玟秀 陳今竣 

19 競賽編號：148 隊名：HC 總動員 

 
蔡鈞澤 謝文瑜 劉祐均 周軒萍 裘照玲 

羅  傑 魏綸廷 蘇煒程 黃勝宏 唐嘉鴻 



20 競賽編號：149 隊名：枸杞保溫杯 

 
刘用达 王子京 何佳鸿 张鑫诚 刘陆越 

王婧悅 高思远 吳詠琳 曹银溢 钱毅姗 

21 競賽編號：150 隊名：城中最邊 

 
陳如山 廖芸巧 林  昀 陳冠佑 蘇雅琦 

吳家瑜 陳紹博 陳寬毅 蘇詣晴 羅靖雯 

22 競賽編號：151 隊名：東吳微物二 

 
鄭盛懷 童舒嬪 袁意雲 陳  令 洪振原 

張庭宇 何思緯 吉  斯 孫以泓 高瑞瀅 

23 競賽編號：152 隊名：企死你一定贏 

 
黃士維 葉旻修 葉政祐 李奕賢 侯乃綾 

張伊萍 許孟勳 王奕翔 栗筱嵐 張佳安 

24 競賽編號：153 隊名：東吳大學 

 
劉昊東 劉效成 修陽斌 朱  瀅 耿適澤 

田佳宸 陳至洲 葉亞婷 何中夫 夏晶晶 

25 競賽編號：154 隊名： 跑超馬的人別找乃哥 

 
黃旭增 葉柏辰 方學嘉 黃詠元 李瑞雅 

林怡嫺 蔡宜廷 陳姵君 賴以恆 洪祥佑 

26 競賽編號：155 隊名： 跑起來跑起來 

 
林宥彤 陳姷蓉 楊宏裕 盧品蓉 吳俊彥 

楊仁祺 林軒瑩 羅家軒 許安繪 陳怡瑄 

27 競賽編號：156 隊名： 東吳慢跑團(物理) 

 
王冠文 林彥儒 王俞哲 李鴻哲 袁惜真 

林柏凱 徐嘉儀 張家綾 林欣宜 鄭佳峻 

28 競賽編號：157 隊名：GGGGGGGGGG 

 
黃苡甄 林瑜貞 林駿能 朱庭毅 鄭家寧 

林毓芩 李念芳 黃子恩 林彥伶 黃國禎 

29 競賽編號：158 隊名： 巨資碩專 

 
洪苡鈞 蔣維謙 陳祺章 徐嘉偉 林志賢 

張耀中 王  怡 陳浩婷 何宗寧 趙茂林  

30 競賽編號：159 隊名： 2333 

 
蕭憶芳 趙  藝 張瀚予 张雨婷 李竹欣 

赵  娜 馬  鍇 楊舒涵 李怡萱 潘柔安 



31 競賽編號：160 隊名： 社服王朝 

 
張采庭 李俊緯 王毓惠 楊竣晏 邱 昀 

吳毓珊 溫庭宇 施養彥 陳硯祺 張嘉心 

32 競賽編號：161 隊名：一來就是大馬隊 

 
黃俊瑋 柳原熙 蘇妍由 簡愷呈 黃煒森 

丘彥駿 吳希婷 王微欣 盧佳嘉 何瑞洪 

33 競賽編號：162 隊名： 二話不說大馬隊 

 
林子鴻 林兆麟 劉韻姿 劉庭敏 李芷琳 

沈俊祥 楊嘉政 劉威億 黃宏一 劉俊雄 

34 競賽編號：163 隊名：三不五時大馬隊 

 
廖建銘 西村優伽 施楸容 陳欽佩 連秋螢 

賴晶瑩 陳偉傑 葉洺嘉 罗凯翔 蘇偉順 

35 競賽編號：164 隊名：四面八方大馬隊 

 
林斯蔚 林煜堯 劉歷陽 呂曉韻 陈亮君 

陳偉健 廖佩莘 丘建博 楊凱升 謝家軒 

36 競賽編號：165 隊名：跑跑跑 7來 

 
吳依庭 陳曉蓉 林  婕 吳佩儀 莊佳蕙 

林俐妤 李冠暶 黃奕鈞 黃子齊 趙奕中 

37 競賽編號：166 隊名： 東吳港澳羽球隊 

 
周智濠 伍錦玲 蘇嘉晉 林  韻 張君怡 

陳司龍 廖旭威 陳逸卉 翁義順 謝靖儀 

38 競賽編號：167 隊名： BBOY雞 8大雞合 

 
張添強 呂承璘 陶人維 蔡依紜 江珮妤 

鍾念祖 蘇敬軒 李鍾靈 吳克謙 林毓青 

39 競賽編號：168 隊名： 元氣定二 

 
侯育達 周以恬 黃鈺茨 黃敬悅 林子喆 

溫怡瑄 周佳霖 陳瑞霖 吳翊綺 沈榮熙 

40 競賽編號：169 隊名：我嘉雲會我愛跑步 

 
丁盈茜 林筱琪 侯怡秀 黃冠宜 蔡凱欣 

朱柏諦 廖子源 陳展弦 賴柏宇 蔡睿哲 

41 競賽編號：170 隊名：狗仔隊 

 
李珮綺 薛立欣 梁懿容 胡蔚沁 陳赫敏 

王姵媞 黃敏芳 曾鈺淋 韋清元 蔡耀棕 

※另有 12 隊住宿學生參賽 



【5小時超馬接力賽─早跑時段】 

1 競賽編號：122 隊名： 向著標竿直跑-東吳團契 

 
黃百瑩 李竫如 蔡朗皓 鄭以諾 黃拔倩 

陳以琳 王恩慈 陳安琪 鄭秀蓓 范  語 

2 競賽編號：123 隊名：東吳慢跑團(速) 

 
林冠志 梁森崴 賀  晴 顏誠佑 張家豪 

陳姿云 匡晉廷 吳咨諭 陳昱宏 溫偉成 

3 競賽編號：124 隊名： 阿娘喂～切妳就像切豆腐 

 
沈芳羽 陳思妤 吳佳燕 陳紫渝 尤建忠 

吳宗璟 楊宛蓉 周晧君 吳詠竹 黃依晴 

4 競賽編號：125 隊名：只要裝碗芋圓與涼糖漿 

 
唐詩晴 蕭宇泰 顏莞倫 莊皓崴 賴郁仁 

陳證元 梁郭心瑀 彭芷涵 江  謙 廖政堯 

5 競賽編號：126 隊名：看不到車尾燈 

 
鄭宇倫 洪培森 吳韋霖 李郁宣 黃名薇 

郭浩然 黃書藝 何思涵 盧青雲 鄭琮翰 

6 競賽編號：127 隊名：刷媽媽 

 
何育葦 黃威揚 郭兆宇 徐齊佑 陳湘晴 

王妤瑄 李惟中 彭宇彬 游碩恩 李其芳 

7 競賽編號：128 隊名： International 

 
柯佳妤 松本昂 小野淑子 廖右婕 孫旼志 

松田咲季 Philipp 
Struve 

Ariane 
Luessen 

咸裕真 張強強 

8 競賽編號：129 隊名：家維好帥 

 
陳亭安 范植荃 劉  萱 簡大為 李家維 

楊  晉 林聖翔 張皓瑋 張程鈞 厲彥伯 

社會團體組 

9 競賽編號：521  隊名：二勢力-4ever Young 

 陳嘉麒 王傅民 涂耀清 王智明 謝貞莉 

 沈梓賢 陳韋任 徐睿謙 吳淑惠 廖瑞琦 

10 競賽編號：527 隊名：霹靂嬌娃 

 
謝汶縉 王盈琇 吳佳俞 陳鋗蓮 陳怡萱 

簡  薇 吳孟穎 陳家蓉 吳之婷 沈欣怡 



11 競賽編號：528 隊名：台灣單一麥芽 

 
賴美淑 林淑君 李佳徽 廖繼仁 熊大維 

劉德威 黃議輝 余璨宏 游家勇 莊育霖 

12 競賽編號：529 隊名：威士忌品酒研究社 

 
溫  柔 蔡曉菁 林敬涵 陳奕蓁 楊泓霖 

林大鍾 王仕偉 孫士勝 胡毓偉 烏惟揚 

13 競賽編號：530 隊名：黑豹三鐵快樂組 

 
王天偉 張凱傑 楊昇翰 高立功 潘博文 

高碩俊 李高萬 楊文英 郭秀華 畢璞仙 

14 競賽編號：531 隊名：黑豹三鐵歡樂組 

 
謝聖南 黃華德 劉俊緯 陳哲宜 徐俊堆 

林正斌 吳尚霖 李維君 陳千慧 張夙君 

15 競賽編號：532 隊名：到了叫我 

 
許博為 林尚平 陳思彤 葉凱翔 趙士翔 

李民泓 莊雅婷 蔡依欣 吳昊翰 施禹伸 

16 競賽編號：533 隊名：不要問 

 
黃家蓁 李靚庭 李思予 王愉萍 周翠華 

朱經雄 歐陽靖 戴家昀 黃冠銘 吳  敏 

17 競賽編號：535 隊名： 內湖鐵人 

 
郭志奕 許明村 謝樹林 呂學翰 張沁汝 

吳聲均 張峻維 胡寶銀 林立亞 張瑋婷 

18 競賽編號：536 隊名： XOO 

 
黃靖雅 張景台 張文寶 甘子葳 蔡宛婷 

柯雅文 王建偉 林哲群 周奕年 黃培華 

19 競賽編號：537 隊名：街頭路跑 XOO 

 
王立筠 葉淑惠 郭上銘 王乃玉 林芝韻 

胡  杰 盤依宸 洪順盛 游其昌 郭耿豪 

20 競賽編號：538 隊名： 街頭路跑 

 
余采㻰 呂宛靜 莊惟宇 曾郁敏 陳克展 

林語倢 吳家怡 劉皓哲 陳盛琦 姚君翰 

校外學生組 

21 競賽編號：306 隊名：我們到底是什麼組合？ 

 
林冠妤 紀樂鎂 許恩綺 蔡建勳 蔡承哲 

方晉翊 江元安 劉宇濤 陳郁傑 尹韋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