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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北富邦馬拉松「成雙成隊團」參加名單 

編號 隊名 姓名(聯絡人) 

1 SOSO der  林*筌 

2 分不清楚 高*紅 

3 我最棒 王*琪 

4 快樂去運動 李*英 

5 老夫老妻隊 尤*音 

6 凡贏 LOVE隊 賴*娟 

7 foever 吳*倫 

8 夫婦何求 吳*茂 

9 楊炎樹 楊*樹 

10 蔡鄭情侶檔 蔡*駽 

11 foever love 林*潔 

12 蓁心程意 程*智 

13 賈氏夫妻檔 陳*如 

14 等一個人咖啡 李*安 

15 上山下海岸二人組 鄧*芸 

16 亂跑團 魏*綿 

17 真愛隊 吳*謀 

18 好朋友隊 湯*秀 

19 甜蜜隊 邱*慈 

20 黃上家族 黃*民 

21 翔光路跑社 劉*鳳 

22 鄭何情侶檔 鄭*昇 

23 凱薩琳 and麥斯 童*仁 

24 劉黃夫妻檔 劉*齊 

25 愛倫 and克萊兒 童*翔 

26 很可怕不能說 黃* 

27 LSTN 駱*龍 

28 愛亂跑 呂*如 

29 手牽手一起走 王*雄 

30 雨季到達 康*達 

31 好一隊 張*桓 

32 胖胖 陳*明 

33 麻吉小天使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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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達達跑跑隊 李*娥 

35 富邦大衛營 沈*攸 

36 輕鬆跑 許*卿 

37 平安雙人組 陳*斌 

38 甜蜜路跑隊 劉*祐 

39 夢想快樂路跑隊 方*伶 

40 HAPPYTEAM 劉*菁 

41 豆豆一家人 鍾*哲 

42 S&A聯隊 王*明 

43 幸福 江*恩 

44 粉紅家族 宋*哲 

45 徐姜情侶檔 徐*芳 

46 老夫老妻 吳* 

47 葉氏夫妻檔 林*珊 

48 Glen&Jean 陳*文 

49 出雙入隊 許*喻 

50 電轟小家族 王*雯 

51 柯基隊 黃*芬 

52 黑白配 李*君 

53 bei&wei 張*瑋 

54 心心隊 劉*興 

55 Run run跑 陳*安 

56 J&G 郭*菱 

57 
黑嚕嚕家族 

陳*賢 

58 陳*任 

59 柚子隊 周*君 

60 Bron 2 run 魏*亭 

61 黃林情侶檔 林*瑩 

62 黃王情侶檔 黃*銘 

63 eagle 吳*英 

64 宜蘭紹興 張*章 

65 2266 黃*偉 

66 搞笑家族 張*豫 

67 懶懶熊隊 林*靜 

68 林氏夫妻檔 呂*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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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張氏夫妻檔 張*榮 

70 HAPPY 郭*溢 

71 小白向前跑 廖*儒 

72 閨蜜 古*綺 

73 甜甜 sweet 尤*淵 

74 用走的也會到 謝*宇 

75 李氏夫妻檔 陳*如 

76 李氏夫妻 李*均 

77 排路隊 丁*珊 

78 兩大三小隊 林*鳳 

79 陳是夫妻檔 王*純 

80 心心相印 崔*騏 

81 游家 happy1 游*珍 

82 游家 happy 游*枝 

83 大西洋 盧*國 

84 菇爹所 林傅*圻 

85 一起 20年 林*雅 

86 酷比特 劉*伶 

87 72 闕*緯 

88 S&A 吳*蓉 

89 Love 七桃 李*閔 

90 Four togther Forever Love 七桃 蔡*芬 

91 芳新小站 陳進* 

92 吉珠隊 連*珠 

93 何式夫妻檔 蘇*娥 

94 真心真意 蕭*榮 

95 柯柯家族 徐*君 

96 蟋蟀漢堡 A 邱*翰 

97 蟋蟀漢堡 B 邱*斌 

98 尤家姐弟 尤*韋 

99 陳家姐妹 陳*質 

100 哈妮寶貝 蔡*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