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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賽事基本資料 

 指導單位   >>  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主辦單位   >>  新竹縣政府 

 承辦單位   >>  新竹縣體育會定向越野委員會 

 協辦單位   >>  新竹縣議會、新竹縣體育會、芎林鄉公所、芎林鄉代表會、芎林國小、芎林 

               鄉農會、芎林國小家長會、新竹縣小英青年後援會、新竹縣芎林鄉地方建設 

               發展協會、鄭昱芸代表、竹風山水工作室、學揚學苑、竹北市光明中醫、恊 

               天宮文教推動委員會、救國團竹東鎮團委會 

 競賽日期   >>  107 年 4 月 22 日 (星期日) 

 競賽賽制   >>  順點賽制 (短距離)  賽事負責人 >>  賴總幹事 0933-983-145 

一、賽事裁判 

賽 事 顧問  >>  周江杰、陳薇婷、楊昌展、鄭昱芸、孟繁明  

賽 事 主任  >>  賴育方 

賽 事 秘書  >>  黃美斐 

裁  判  長  >>  賴韋綸 

繪  圖  員  >>  賴韋綸 

賽程設計員  >>  賴韋綸、賴韋幗 

起    點  主任  >>  陳暄安 

賽    區  主任  >>  賴韋幗 

終點成績  主任  >>  余杰霖 

緊急救護技術員  >>  謝大勇 

裁      判  >>  胡騰方、余珮君、鍾春菊、郭逸臻、趙翊囿、黃思婷、楊宗桓 

成 績 系統  >>  傅榮輝 

庶      務  >>  賴喜田、謝宜臻、黃崇盛 

庶 務 行政  >>  龔美伶、范宇靚、賴秋苗 

志      工  >>  林欣樂、林欣毅、黄 翹、彭榮祥、巫孟樵 

 

二、賽事流程 

13:00  >>  賽事中心開放 (選手開始報到 -領取電子指卡與號碼布- ) 

13:45  >>  起點區開放  

14:00  >>  第一個選手開始出發 

           賽區、終點及成績下載開放 

15:30  >>  成績公告 

16:00  >>  頒獎 (依賽事實際進行狀況提早) 

16:30  >>  賽事結束 

(賽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比賽流程，並於賽事中心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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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圖資訊 

地  圖名稱 >> 芎林國小及鄧雨賢紀念公園 

比  例  尺 >>  1 : 2500 

等高線間距 >>  2 m 

使用規範 >>  ISSOM2007 

繪製日期 >>  2018 年 3-4 月繪製 

四、賽程資訊 

組別 (英文簡稱) 
報名

人數 

賽程長度

(公里) 

賽程總爬

高(公尺) 

檢查點

數量(個) 

預計勝出時

間(分鐘) 

限制時間

(分鐘) 

公開男子組 (MA) 7 2.3 32 23 15-20 60 

公開女子組 (WA) 6 2.0 30 22 15-20 60 

高中男子組 (MH) 7 2.3 32 23 20-25 60 

高中女子組 (WH) 2 2.0 30 22 20-25 60 

國中男子組 (MJ) 34 1.9 18 20 20-25 60 

國中女子組 (WJ) 13 1.7 18 18 20-25 60 

國小男子組 (MS) 22 1.6 16 19 20-25 60 

國小女子組 (WS) 13 1.5 14 19 20-25 60 

兒童男子組 (MB) 2 1.6 16 19 20-25 60 

兒童女子組 (WB) 1 1.5 14 19 20-25 60 

雙  人  組 (FA) 19 組 1.7 18 21 20-25 60 

親  子  組 (FB) 49 組 1.5 14 19 20-25 60 

 

 賽程注意事項 

1. 國小組、兒童組、親子組賽程中，有蝴蝶賽程 (重複打點動作)，如圖 1 所示。 

2. 賽程中，可能會經過住家、馬路、小碎石地，請選手奔跑過中注意安全，如圖 2 所示。 

3. 賽程長度以直線距離計算。 

4. 檢查點說明表除了雙人組及親子組不提供，其餘組別提供檢查點說明表。 

    5. 賽程資料如有修改，賽事當日會在報到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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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蝴蝶賽程示意圖 圖 2 小碎石地 示意圖 

五、獎項及成績 

 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牌，前六名頒發獎狀(僅親子組前八名頒發獎狀) 

 新竹縣之國中團體獎與國小團體獎組之前三名頒發牌匾。 

(國中、國小，以學校團體獎總積分排名，男子選手與女子選手一同計分。) 

 競賽成績將會在比賽日後上載至新竹縣體育會定向越野委員會 Facebook粉絲專頁。 

 團體獎項注意事項 

 

 參加國中、國小「學校團體獎」的個人選手，比賽當天需攜帶本人有效學生證或在學證

明，以利備查。賽事進行中，若無法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進行學校名稱與姓名、設籍

地之比對選手，積分不列入團體成績，且賽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補檢錄。 

 

 新竹縣國中、國小學校團體獎以總積分排名，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1. 凡屬新竹縣內之國中、國小選手以學校名義報名，個人積分即計入學校團體積分。每

一間學校最多計算 10 名選手之個人積分，男子選手與女子選手一同計算積分。 

2. 男子選手最多 5 名與女子選手最多 5 名，不可流用。 

3. 選手取得該組別第一名得積分 10 分，第二名得積分 8 分，第三名得積分 6 分，第四名

得積分 4 分，第五名得積分 3 分，第六名得積分 2 分，其他名次積分 1 分。 

4. 選手未出發比賽(DNS)，未完成比賽(DNF)，取消排名資格(DQ)與超過比賽限制時間者

(OT)，積分皆為 0 分。 

5. 團體積分相同時，以得 10 分之次數多者勝，若在相同，以得 8 分之次數多者勝，以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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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場地規範 

一、選手禁止區 

 圖中紫色間線區域是封場範圍，選手不得於比賽前進入。 

 以本賽事定向越野規範說明「未經賽會同意不可進入已封場的賽區進行任何定向或測繪活

動。在賽事前一天至賽事結束為定向比賽外，選手禁止在賽區進行任何活動。」 

 裁判及選手如有發現選手違規，請立即拍照或錄影並向賽事中心提出檢舉，將該名選手不計

排名，但僅計算成績。 

 

 
圖 3 選手禁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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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事中心 

 報到處，請由芎林國小正門進去，沿著紅色指標前行。 

 報到時，要領取「指卡」及「號碼布」 

 請將號碼布別在胸前處 

 芎林國小活動中心為報到處及選手休息室 

 

 

圖 4 賽事中心(報到處) 示意圖 

 

 

 

圖 5 前往報到處 示意圖 圖 6 選手熱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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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PORTident 電子指卡 示意圖 圖 8  芎林國小校門口示意圖 

 

三、選手停車資訊 

 賽區範圍為整個校園，因此學校內不提供停車，請各位選手將愛車停於芎林鄉停車場，請勿

直接開進芎林國小!!!  

 選手盡量停在芎林鄉停 1路外停車場及芎林鄉停車場，安全也不怕被拖吊 

 停車場位置-可以在 Google Map 上搜尋「停車場」就可找到位置 

 請各位選手盡量配合，謝謝您! 

圖 9 停車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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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手交通資訊 

一、交通資訊 

 大眾工具 

新竹客運網站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

1.asp?select=5614&button=%E9%80%81%E5%87%BA 

 搭乘 5614號 新竹－九讚頭(經芎林) 文昌廟下車即可抵達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

14 

 

 搭乘 5615號 新竹－大華科大(經芎林) 芎林國小站下車即可抵達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

15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1.asp?select=5614&button=%E9%80%81%E5%87%BA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1.asp?select=5614&button=%E9%80%81%E5%87%BA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14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14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15
http://www.taiwanbus.tw/allebus/InfoQury.htm?Mode=20&customer_id=13&routeId=%2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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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重要資訊 

一、規則(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DQ：失去排名資格。 

 選手失去排名資格之狀況如下: 

1. 選手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裁判長判定，即以 DQ 論。如辱罵裁判、賽事工作人員，或

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手；或頂替他人出賽等。 

2. 選手犯規。如穿越禁制區；告知或導引其他選手找尋檢查點。經裁判逕行舉發或其他教練

與選手舉證，最終由裁判長判定，即以 DQ 論。 

3. 選手超出比賽限制時間，成績組即判定 DQ，不得提出任何投訴。 

4. 順點賽中，選手未依地圖指示，依序找尋檢查點，經成績組判定，即以 DQ 論，不得提出

任何投訴。只要漏尋任一個檢查點，或尋點順序錯誤，即為 DQ。 

5. 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之教練口頭告知裁判長，由裁判長處理，

裁判長將口頭回覆處置方式。若不服處置方式，可書面提出抗議。抗議書向成績組索取。 

 

 DNS：未出發。選手已經完成報到之手續，但因個人之因素，如身體突然不適等，而未出場

比賽，即以 DNS 論。 

 

 DNF：未完成。選手已經出發進行比賽，但因個人之因素，如比賽中受傷等，而未完成比

賽，直接前往終點成績組報到者，即為 DNF。 

二、氣候 

 比賽期間，如有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除非有雷擊之可能與暴雨之發生，比賽將由裁判長

決定是否暫停或者延期舉行，主辦單位保留取消賽事的權利。 

三、保險 

 將辦理 100 萬元場地意外險。 

 個人如有其他額外需求，請自行加保。參加人員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心臟、血

管、糖尿病等病歷者請勿參加，否則活動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參與人員應自行負責與主辦

單位無關，並拋棄法律抗辯權。 

 

※主辦單位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擔責任內所致之意外傷害理賠，如有考量保險保障

範圍之不足，請自行加保其他有效之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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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訴 

 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裁判裁定之。若有申訴則繳交書面報告及新台幣伍仟元之保證

金，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作仲裁。申訴成立退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保證

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於成

績公佈 20 分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 

五、其他事項 

 本次賽事採用 SPORTident 電子打卡計時系統。報到時，非團體報名者，請以個人為單位進行

報到，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請確實核對自己的指卡編號。號碼布請別於胸前。電子指卡

請選手妥善保存，在成績組載入並列印成績後，歸還大會。遺失或損壞須賠償新台幣 2,500

元。自行攜帶指卡之選手，因指卡問題產生成績無法讀取時，選手自行負責不得抗議。建議

使用 SI9 指卡，較新與較舊之指卡，打卡時，需給感應器同等 SI9 指卡之傳輸時間。 

 響應環保，請選手於當日比賽結束、離開場地前將週遭環境整理乾淨，並做好確實分類。 

 如有未盡事宜，將於比賽現場之出發區公告。 

 本會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等，公告、展出、登錄於網站與刊物上，參賽者須同

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宣傳與播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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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選手資料與出發時間 

出發時間 第 1 賽道 第 2 賽道 第 3 賽道 

14:00:00 親子組/陳志祥+陳璐 兒童女子組/黃冠云/ 兒童男子組/魏伯勳 

14:01:00 親子組/熊斐雯+唐意晴 親子組/張家綸+張振坤 兒童男子組/傅丘淞 

14:02:00 親子組/徐如憶+莊崴翔 親子組/鄭芬芬+傅子琪 國小女子組/龔貞允 

14:03:00 親子組/蔡育明+蔡昊恩 親子組/吳惠芳+徐珮軒 國小女子組/劉俐妍 

14:04:00 親子組/洪碩彥+洪昕愉 親子組/徐維隆+徐浩倫 國小女子組/陳品邑 

14:05:00 親子組/張安男+張家祐 親子組/洪裕杰+洪楷叡 國小女子組/羅苡恩 

14:06:00 親子組/宋慧敏+張詠晴 親子組/黃琳淳+廖涵溱 國小女子組/林妤璇 

14:07:00 親子組/黃淑敏+韓子煜 親子組/尤吉祥+尤楷崴 國小女子組/陳若晴 

14:08:00 親子組/嚴超+嚴聆 親子組/洪櫻溶+張馨月 國小女子組/林妤潔 

14:09:00 親子組/陳智仁+陳孟賢 親子組/張建國+張又允 國小女子組/邱玟琦 

14:10:00 親子組/張志明+張語珊 親子組/連鳳淑+古祐嘉 國小女子組/張瑄宸 

14:11:00 親子組/陳秀瓊+張翔鈞 親子組/吳雅琪+黃芷萱 國小女子組/陳姿妤 

14:12:00 親子組/黃佩萱+鄧長恩 親子組/黃鈺琪+黃丞睿 國小女子組/黃書雅 

14:13:00 親子組/楊禮仁+楊記華 親子組/戴逸豪+戴文 國小女子組/黃欣蕾 

14:14:00 親子組/龔聖雄+龔倢筠 親子組/李承諺+李元理 國小女子組/吳孟臻 

14:15:00 親子組/范珮筠+吳尚恩 親子組/黃佳萲+李元絨 雙人組/林幸娥+劉旭彬 

14:16:00 親子組/江妍華+謝孟承 親子組/謝宛潔+張若妤 雙人組/葉宣麟+鄒正府 

14:17:00 親子組/吳志峯+吳旭淳 親子組/林冠婷+凃岱辰 雙人組/梁國寶+鄭麗珠 

14:18:00 親子組/陳勇志+陳宥勛 親子組/張瑛恬+陳頎勳 雙人組/楊景堯+楊詠晴 

14:19:00 親子組/賴秋燕+陳亭如 親子組/陳信宏+陳威綦 雙人組/范民雄+范竣程 

14:20:00 親子組/張緯勝+張喬怡 親子組/張景翔+張紘維 雙人組/郭秀琪+范竣閔 

14:21:00 親子組/薛鴻祥+薛智耀 國中女子組/廖子芸 雙人組/徐群逸+郭黛瑄 

14:22:00 親子組/鍾智育+鍾佳耘 國中女子組/徐采禾 雙人組/楊詠芹+鄧姿妤 

14:23:00 親子組/陳清傑+陳孟謙 國中女子組/陳雨彤 雙人組/車庭瑄+林欣 

14:24:00 親子組/黃宏偉+黃靖耘 國中女子組/施又寧 雙人組/黃俊瑋+林柏愷 

14:25:00 親子組/許明智+許樂芽 國中女子組/林宛柔 雙人組/莊雁茹+張雁晴 

14:26:00 親子組/王智北+王宥崴 國中女子組/舒子芹 雙人組/鍾欣耘+鄭惠心 

14:27:00 親子組/王雪芳+余秉哲 國中女子組/葉子嘉 雙人組/羅慧敏+陳庭嘉 

14:28:00 親子組/余福清+余承奕 國中女子組/羅雅萍 雙人組/林信宏+林庭寬 

14:29:00 公開女子組/鍾秋美 國中女子組/陳筠臻 雙人組/秦亦仙+蔡詠馨 

14:30:00 公開女子組/花君宜 國中女子組/林芮歆 雙人組/張祐誠+詹竣凱 

14:31:00 公開女子組/彭佳慧 國中女子組/古月岑 雙人組/許素菱+楊宇晨 

14:32:00 公開女子組/陳麗紅 國中女子組/曾昱欣 雙人組/鍾念宏+陳瑩諭 

14:33:00 公開女子組/陳杰 國中女子組/梁宇琪 
雙人組/簡曼如+Michael 

Kazlauskaz 

14:34:00 公開女子組/王竹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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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選手資料與出發時間-2- 

出發時間 第 4 賽道 第 5 賽道 

14:00:00 高中男子組/鍾秉廷 高中女子組/劉俐妤 

14:01:00 高中男子組/謝嘉元 高中女子組/朱妤萱 

14:02:00 高中男子組/賴賢鴻 國中男子組/陳昀楷 

14:03:00 高中男子組/劉名勛 國中男子組/謝品昇 

14:04:00 高中男子組/戴愷軒 國中男子組/江李政彥 

14:05:00 高中男子組/楊鈞豪 國中男子組/廖家慶 

14:06:00 高中男子組/鄭凱懋 國中男子組/詹竣翔 

14:07:00 國小男子組/張維軒 國中男子組/翁林良 

14:08:00 國小男子組/葉 立 國中男子組/秦顥洋 

14:09:00 國小男子組/丁軍杰 國中男子組/邱宇澔 

14:10:00 國小男子組/古定宇 國中男子組/曾志璿 

14:11:00 國小男子組/葉鎧丞 國中男子組/楊昱晟 

14:12:00 國小男子組/謝忠緯 國中男子組/羅元凱 

14:13:00 國小男子組/彭彥綸 國中男子組/杜加恩 

14:14:00 國小男子組/劉政軒 國中男子組/劉孟昇 

14:15:00 國小男子組/陳尹崙 國中男子組/傅嘉紘 

14:16:00 國小男子組/羅翊辰 國中男子組/江文宇 

14:17:00 國小男子組/黃書瀚 國中男子組/劉薩母耳 

14:18:00 國小男子組/劉紀宏 國中男子組/彭俊堯 

14:19:00 國小男子組/陳沅祺 國中男子組/彭禹程 

14:20:00 國小男子組/韓子晨 國中男子組/范揚均 

14:21:00 國小男子組/李宣毅 國中男子組/吳祖匡 

14:22:00 國小男子組/嚴 鋒 國中男子組/江睿宇 

14:23:00 國小男子組/吳沐恩 國中男子組/張凱竣 

14:24:00 國小男子組/林祐呈 國中男子組/林樹相 

14:25:00 國小男子組/吳沐晟 國中男子組/徐采禾 

14:26:00 國小男子組/林祐均 國中男子組/曾昊哲 

14:27:00 國小男子組/韓子皓 國中男子組/林宛柔 

14:28:00 國小男子組/吳孟翰 國中男子組/黎均愷 

14:29:00 公開男子組/曾昱鈞 國中男子組/李承勳 

14:30:00 公開男子組/汪光仲 國中男子組/羅郅錞 

14:31:00 公開男子組/陳瑞陽 國中男子組/曾建翔 

14:32:00 公開男子組/戴志謙 國中男子組/陳冠傑 

14:33:00 公開男子組/傅榮輝 國中男子組/羅育謙 

14:34:00 公開男子組/蔡朋憲 國中男子組/嚴陽 

14:35:00 公開男子組/林冠宇 國中男子組/戴愷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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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中&小學校團體競賽組別名單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10 邱宇澔 國中男子組 1603526 14:09:00 

2 11 楊昱晟 國中男子組 1603532 14:11:00 

3 12 杜加恩 國中男子組 1603533 14:13:00 

4 13 傅嘉紘 國中男子組 1603534 14:15:00 

5 14 劉薩母耳 國中男子組 1603535 14:17:00 

6 15 彭禹程 國中男子組 1603536 14:19:00 

7 16 吳祖匡 國中男子組 1603537 14:21:00 

8 34 戴愷彥 國中男子組 1603555 14:35:00 

 

新竹縣立橫山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18 曾志璿 國中男子組 1603539 14:10:00 

2 19 羅元凱 國中男子組 1603540 14:12:00 

3 20 劉孟昇 國中男子組 1603541 14:14:00 

4 21 江文宇 國中男子組 1603542 14:16:00 

5 22 彭俊堯 國中男子組 1603543 14:18:00 

6 23 范揚均 國中男子組 1603544 14:20:00 

7 24 江睿宇 國中男子組 1603545 14:22:00 

8 25 林樹相 國中男子組 1603546 14:24:00 

9 26 曾昊哲 國中男子組 1603547 14:26:00 

10 27 黎均愷 國中男子組 1603548 14:28:00 

11 28 曾建翔 國中男子組 1603549 14:31:00 

12 29 羅育謙 國中男子組 1603550 14:33:00 

13 46 施又寧 國中女子組 1603576 14:24:00 

14 47 葉子嘉 國中女子組 1603577 14:27:00 

15 48 林芮歆 國中女子組 1603578 14:30:00 

16 49 曾昱欣 國中女子組 1603579 14:32:00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17 嚴陽 國中男子組 1603538 14:34:00 

2 30 李承勳 國中男子組 1603551 1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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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華山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31 張凱竣 國中男子組 1603552 14:23:00 

2 35 陳冠傑 國中男子組 1603556 14:32:00 

3 50 徐采禾 國中女子組 1603580 14:22:00 

4 51 林宛柔 國中女子組 1603582 14:25:00 

 

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36 陳昀楷 國中男子組 1603557 14:02:00 

2 52 羅雅萍 國中女子組 1603584 14:28:00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39 詹竣翔 國中男子組 1603560 14:06:00 

2 43 秦顥洋 國中男子組 1603564 14:08:00 

3 54 陳雨彤 國中女子組 1603586 14:23:00 

4 55 舒子芹 國中女子組 1603587 14:26:00 

5 56 陳筠臻 國中女子組 1603588 14:29:00 

 

新竹縣立精華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40 廖家慶 國中男子組 1603561 14:05:00 

2 41 翁林良 國中男子組 1603562 14:07:00 

3 42 羅郅錞 國中男子組 1603563 14:30:00 

 

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38 江李政彥 國中男子組 1603559 14:04:00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53 古月岑 國中女子組 1603585 1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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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海華德福教育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37 謝品昇 國中男子組 1603558 14:03:00 

 

新竹縣立員崠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60 吳沐恩 國小男子組 1603592 14:23:00 

2 61 吳沐晟 國小男子組 1603593 14:25:00 

3 63 劉紀宏 國小男子組 1603595 14:18:00 

4 64 韓子晨 國小男子組 1603596 14:20:00 

5 65 韓子皓 國小男子組 1603597 14:27:00 

6 66 羅翊辰 國小男子組 1603598 14:16:00 

7 81 羅苡恩 國小女子組 1603614 14:05:00 

 

新竹縣立興隆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58 林祐均 國小男子組 1603590 14:26:00 

2 59 林祐呈 國小男子組 1603591 14:24:00 

3 62 李宣毅 國小男子組 1603594 14:21:00 

4 72 丁軍杰 國小男子組 1603605 14:09:00 

5 73 葉鎧丞 國小男子組 1603606 14:11:00 

6 74 彭彥綸 國小男子組 1603607 14:13:00 

7 75 陳尹崙 國小男子組 1603608 14:15:00 

8 76 黃書瀚 國小男子組 1603609 14:17:00 

9 77 陳沅祺 國小男子組 1603610 14:19:00 

10 86 龔貞允 國小女子組 1603619 14:02:00 

11 87 陳品邑 國小女子組 1603620 14:04:00 

12 88 林妤璇 國小女子組 1603621 14:06:00 

13 89 林妤潔 國小女子組 1603623 14:08:00 

14 90 張瑄宸 國小女子組 1603624 14:10:00 

15 91 黃書雅 國小女子組 1603625 14: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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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博愛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57 吳孟翰 國小男子組 1603589 14:28:00 

2 69 古定宇 國小男子組 1603601 14:10:00 

3 78 張維軒 國小男子組 1603611 14:07:00 

4 80 吳孟臻 國小女子組 1603613 14:14:00 

 

新竹縣立十興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67 嚴 鋒 國小男子組 1603599 14:22:00 

 

新竹縣立橫山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68 葉 立 國小男子組 1603600 14:08:00 

2 83 邱玟琦 國小女子組 1603616 14:09:00 

 

新竹縣立新樂國民小學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71 劉政軒 國小男子組 1603604 14:14:00 

2 84 陳姿妤 國小女子組 1603617 14:11:00 

3 85 黃欣蕾 國小女子組 1603618 14:13:00 

 

照海華德福教育 

序號 選手號碼 姓名 組別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1 70 謝忠緯 國小男子組 1603602 14: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