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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第㇐名 第二名

陳竑均 張淇勛 簡瑋辰 小島龍也 黃博揚 陳又安 陳柏穎 王育泰
苗栗照南 臺北建安 彰化大竹 個人報名 新北後埔 屏東忠孝 新北復興 北市大附小

陳凱程 余奕慶 洪秉裕 朱宥家 陳秉宏 曾浩恩 羅允呈 林  縉
新北厚德 新北厚德 臺北民權 臺北麗山 高雄福山 高雄福山 南投光華 臺中賴厝

鄭旻修 林晉霆 許安柏 張秉恩 莊忠諺 楊竑庭 鄭軒和 高偉哲
臺南歸仁 臺北建安 臺北建安 臺北建安 新北修德 宜蘭宜蘭 臺北民權 新北蘆洲

組別
林子捷 蔡  璨 林庭毅 劉文允 陳奕昌 劉曜瑋 廖耿辰 葉煒恩
臺北龍安 金門開瑄 高雄兆湘 新北明志 新北龍埔 臺北龍安 新北修德 新北龍埔

張堯評 蔡睿勳 黃睿承 黃靖宇 陳宏岳 范仡力 王誌韓 廖堉棋
桃園桃園 臺北民權 新北明志 新北厚德 彰化大竹 新北中信 臺中大明 屏東仁愛

陳奕瑞 林孟帆 李駿朋 陳昱翰 洪胥恆 吳祥睿 紀竣崴 楊秉澄
臺南崇明 宜蘭宜蘭 臺北民權 臺北民權 個人報名 臺南大橋 臺中龍津 臺南崇明

組別 第㇐名 第二名
陳宥辰 林子玄 莊傑宇 張淇勛 劉柏樂 小島龍也 陳竑均 劉士霆
陳佑恩 簡瑋辰 陳麒竤 林家逸 莊承燁 李羿承 蘇柏丞 王彥勛
金門何浦 彰化大竹 臺北龍安 臺北建安 臺南紅瓦厝 個人報名 苗栗照南 臺北仁愛

陳凱程 曾浩恩 黃培睿 羅允呈 范仡力 徐翊哲 盧識淵 吳居賜
余奕慶 方炳崴 洪秉裕 陳浩惟 鄭元綸 黃睿承 王泳濠 劉育廷
新北厚德 高雄福山 臺北民權 南投光華 新北中信 新北明志 彰化大竹 彰化大竹

林晉霆 許安柏 莊忠諺 吳汯潾 林廷勳 林孟帆 呂蘊洲 李秉洲
張秉恩 潘正洋 龍陳羿 蔡承叡 洪硯詳 楊竑庭 呂蘊倫 蔡宜宗
臺北建安 臺北建安 新北修德 新北錦和 臺南崇明 宜蘭宜蘭 嘉縣平林 竹市虎林

組別
陳又安 許祐瑋 陳奕昌 胡恩愷 王宥宇 陳棋軒 黃博揚 林庭毅
溫廷佐 林辰勳 蔡子淮 翁語澤 吳沅鍇 黃良岓 董力愷 戴唯倫
屏東忠孝 新北龍埔 新北龍埔 苗栗照南 臺中華龍 桃園桃園 新北後埔 高雄兆湘

簡雅各 王聿倫 周書禾 黃柏洋 陳秉宏 李睿中 呂柏霆 蔡睿勳
邱軍霖 溫存道 吳宜安 陳秉承 林大棋 蕭品濬 詹秉澄 張賀勝
臺北民權 新北網溪 臺北雨農 高雄福山 高雄福山 臺北東湖 臺北仁愛 臺北民權

林立楷 鄭旻修 曾子洋 紀竣崴 陳奕瑞 劉岳霖 劉鈺成 楊承勳
廖堉棋 劉昕翰 藍品亮 林品齊 張晉將 李宥賢 林承希 陳昊廷
屏東仁愛 臺南歸仁 桃園楊光 臺中龍津 臺南崇明 桃園楊光 臺北石牌 彰化大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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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組別 第㇐名 第二名

洪苡茿 陳瑞翎 毛絹彤 塗子曦 吳佳頤 周妤霏 林子勻 林子琪
臺北民權 個人報名 臺南大橋 臺南大橋 新北鄧公 個人報名 臺北辛亥 新北興南

郭語瑄 翁宥溱 林芸品 林琬容 林利立 陳采妍 邱子倢 王子韻
臺南崇明 苗栗照南 臺中梧棲 新北明志 苗栗照南 臺北東門 桃園元生 個人報名

呂姍穎 賴萱恩 呂瑀恩 張雅涵 黃韞纈 林奐諪 陳宥妤 洪品璇
臺北仁愛 新北網溪 屏東和平 雲林大埤 高雄五甲 高雄福山 竹縣六家 臺南崇明

組別
詹昀築 郭其蓁 鄭雲瞳 吳昀庭 辜渝真 何子晴 吳蓉蓁 李任悅
新北明志 臺北仁愛 臺南歸仁 南投光華 金門中正 新北文聖 新北信義 苗栗照南

陳賀評 吳昀融 蘇品瑄 邱歆甯 王佳人 沈品妍 陳怡彤 廖頤暄
高雄中山 臺北劍潭 臺北仁愛 臺南崇明 臺北龍安 南投光華 新北龍埔 新北網溪

郭家穎 羅夏禾 彭子玹 蘇可菲 賴昕美 鄭舒云 彭禹童 曾榆甯
臺北內湖 竹縣六家 新北錦和 臺北明湖 臺北民權 新北中正 臺北明湖 桃園新明

組別 第㇐名 第二名
洪苡茿 黃翊晴 蔡天晴 李任悅 何子晴 吳咏洳 馬維佳 陳宜妤
王宥晴 林子琪 王俞姍 林芯羽 劉欣妮 羅可晴 廖珮君 劉羑孜
臺北民權 新北興南 新北修德 苗栗照南 新北文聖 新北錦和 臺北光復 澎湖文澳

郭語瑄 鐘若夏 陳靜柔 薛蘊芝 邱子倢 洪忻霈 邱歆甯 李冠瑾
黃丞妤 陳怡彤 吳沛潔 黃于郡 賴宜萱 吳蓉蓁 張嘉茜 邱齡儀
臺南崇明 新北龍埔 臺中大雅 臺北龍安 桃園元生 新北信義 臺南崇明 臺北東門

賴萱恩 曾郁婷 彭子玹 陳家瑛 尤羽涵 蘇可菲 鍾天晴 羅夏禾
廖頤暄 林琬容 詹婕伊 呂姍穎 林沄蓁 彭禹童 張資英 陳宥妤
新北網溪 新北明志 新北錦和 臺北仁愛 苗栗照南 臺北明湖 新北錦和 竹縣六家

組別
柳沛翎 莊恩綺 李佳樺 蔡昀霏 楊晴安 許若暄 王韵琳 賴品絜
張語容 劉育晴 游鈁琁 彭若涵 巫孟洹 羅卉媛 楊佳靜 林倢安
新北龍埔 苗栗照南 屏東忠孝 臺北光復 新北後埔 新北錦和 竹縣十興 臺中塗城

呂 亦 鄭安里 鄧沂真 陳宣妤 陳沛婕 林宥均 陳映瑄 沈品妍
黃湘齊 黃品頤 楊沚璇 李泊鋆 李宜真 陳懿德 程薀庭 許燁欣
竹縣十興 臺北龍安 南投光華 臺南大橋 臺中塗城 臺北龍山 臺中上石 南投光華

葉馨榆 林琪容 黃炫瑩 張詩晏 陳孟蓁 林奐諪 史淮萱 郭佳曦
吳玥縈 吳心婕 劉郁慈 呂孟芩 馬維妮 盧繪晴 蔡瑜軒 薛喬玹
新北樂利 宜蘭公館 高雄兆湘 新北樂利 臺北光復 高雄福山 高雄大樹 高雄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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