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久嫚 市立豐原高中 吳浚立 市立沙鹿高工 黃文欣 私立嶺東中學

王寓樞 市立臺中女中 陳仕霖 私立大明高中 張靖汶 市立臺中二中

王彥傑 市立沙鹿高工 吳奕瑱 私立衛道高中 王鈺紫 市立豐原高中

郭育汝 市立東山高中 林易潔 私立曉明女中 王昱翔 私立僑泰高中

林庭誼 私立嶺東中學 江冠龍 私立明道中學 蔡文凱 市立臺中一中

劉玟妗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林炯勛 市立臺中高工 王晏臻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謝言鼎 市立臺中一中 林慧靜 私立宜寧高中 謝宛宜 市立文華高中

謝楚顏 市立臺中女中 黃意淂 私立衛道高中 林宛俞 私立曉明女中

廖千淳 私立僑泰高中 廖朕浩 市立大甲高工 趙駖翰 市立文華高中

徐珮雯 市立沙鹿高工 詹明軒 市立忠明高中 江岷錡 私立明道中學

吳沛珉 市立文華高中 吳昭慧 市立臺中女中 林孟璇 私立明道中學

林亭歡 市立臺中女中 蔡孟綾 私立大明高中 江宜庭 市立文華高中

張宇 私立僑泰高中 蔡承翰 市立臺中一中 施亞彤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洪瑋均 私立明德高中 陳欣柔 市立臺中女中 陳佳靖 私立新民高中

陳昱旻 私立光華高工 羅東祐 私立僑泰高中 李漢濬 私立華盛頓中學

黃冠綾 私立僑泰高中 劉東和 私立僑泰高中 郭綾茜 私立曉明女中

王義品 私立明道中學 黃衣喬 市立臺中女中 王廷瑜 私立新民高中

趙彥翔 市立臺中家商 劉至軒 市立臺中一中 謝沛倚 私立新民高中

詹郁萱 私立曉明女中 汪郁馨 市立臺中女中 蔡沛錞 市立文華高中

詹振揚 私立光華高工 汪郁家 市立臺中女中 張宇惠 私立衛道高中

陳澔廷 私立精誠高中 謝佩儀 私立僑泰高中 劉冠宏 私立嶺東中學

李欣潔 市立臺中家商 劉少祺 私立曉明女中 許祐誠 市立文華高中

陳建勳 市立臺中高工 張維真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黃子玲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張廖文馨私立明道中學 張喬雅 市立沙鹿高工 黃玉旻 國立興附屬高中

張亦婷 國立草屯商工 丁郁宜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陳怡甄 私立仁德護專(五專)

張湘柔 私立明道中學 丁庭右 市立臺中高工 賴怡臻 市立臺中家商

張宏義 市立沙鹿高工 張育碩 私立嶺東中學 洪汝瑄 私立僑泰高中

蔡昀達 市立文華高中 盧瑋呈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陳曉慧 市立臺中二中

蕭聖薰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莊景婷 私立嶺東中學 張晉維 國立興大附屬高中

楊鈞凱 私立明道中學 吳品俞 私立立人高中 柳凱耀 市立臺中一中

李岱柔 市立臺中女中 黃彥菱 市立臺中女中 吳臻昀 市立惠文高中

李岱芸 市立臺中女中 蔡依穎 市立文華高中 柯汝璇 市立新莊高中

謝秉翰 市立臺中一中 蔡語媗 市立臺中女中 莊淳淇 私立明道中學

莊竣棨 私立衛道高中 黃琬珊 文藻外語大學(五專) 卓政緯 私立明道中學

吳婕歆 私立衛道高中 黃怡儒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彭昱茹 市立臺中家商

何玟諭 私立僑泰高中 黃子芸 國立興大附屬高中 劉祖維 市立臺中一中

黃文霖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施泓瑜 市立惠文高中 賴詩涵 私立明道中學

李昶渝 國立斗六高中 陳昶文 市立臺中一中 賴柏翰 私立明道中學

黃庭渝 市立臺中家商 郭家銘 市立沙鹿高工 黃渝鈞 私立嶺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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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蓉 私立僑泰高中 郭芷妤 私立明台高中 陳彣如 私立明道中學

黃屴穎 市立臺中一中 張孟潔 市立臺中家商 嚴培甄 市立惠文高中

陳彥蓁 私立常春藤高中 廖庭甫 市立文華高中 陳品樺 私立僑泰高中

林奕霆 私立僑泰高中 廖研諺 私立立人高中 王佳音 市立臺中女中

賴盈廷 私立僑泰高中 何芝穎 私立葳格高中 陳俞安 市立文華高中

許子顥 市立臺中一中 劉亞婕 私立立人高中 吳祁芳 市立臺中家商

楊子澈 市立文華高中 楊子諒 市立臺中一中 陳芊聿 私立新民高中

王淑觀 私立僑泰高中 姜子濬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劉翊琳 私立明德高中

李家豪 私立明道中學 黃晨華 市立臺中高工 葉育丞 市立大安高工

何程豪 私立嶺東中學 羅翊慈 市立永豐高中 王楚妤 私立嶺東中學

黃意晴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彭彥甄 私立嶺東中學 林心慧 私立僑泰高中

張奕勝 市立臺中二中 鄭芳宜 私立僑泰高中 林佩璇 私立衛道高中

廖泓全 市立臺中一中 楊富喬 市立臺中一中 陳  羚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黃于宸 市立文華高中 邵勸如 市立文華高中 謝孟宏 私立立人高中

廖慧青 市立臺中女中 胡梓賢 市立臺中一中 英東維 私立衛道高中

陳冠宏 市立惠文高中 廖翊雯 私立明德高中 蘇庭安 市立臺中女中

李元傑 市立臺中高工 傅琬筑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張郡倫 私立仁德護專(五專)

楊宗翰 私立明道中學 王筠婷 國立興大附屬高中 林宜如 國立興大附屬高農

林羽萱 私立明道中學 王品翰 市立臺中一中 陳亮亘 私立衛道高中

廖旭晨 市立臺中一中 吳宜靜 私立僑泰高中 黃任瑜 私立僑泰高中

廖子晴 市立臺中女中 田紀繕 私立明道中學 張子瑋 市立臺中高工

張晏菘 縣立溪湖高中 張廖祐祺市立臺中一中 王宥霖 市立臺中二中

黃胤錚 私立精誠高中 許博舜 國立興大附屬高中 朱哲均 天主教道明高中

林玟霖 市立臺中女中 熊昱安 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林昱霈 市立臺中家商

張瑋芩 市立臺中家商 許洺源 私立明道中學 劉世鈜 市立臺中二中

賴冠諭 私立嶺東中學 朱琇君 私立仁德護專(五專) 戴晨洋 市立臺中一中

張晨鈺 市立惠文高中 詹沂瑾 私立華盛頓中學 彭品蓁 市立臺中女中

林承宇 市立臺中一中 毛文佐 市立東山高中 李怡萱 國立興大附屬高中

廖紹竹 國立臺東專科(五專) 黃冠勛 私立僑泰高中 陳筱晏 私立明德高中

邱洛緯 市立臺中一中 陳又嘉 市立臺中女中 江婷翊 市立惠文高中

林芳慧 市立臺中高工 陳彩菱 市立臺中家商 陳亭安 市立臺中一中

楊恚漾 私立東大附屬高中 董芷綾 市立惠文高中 李詩婷 國立卓蘭高中

廖名聖 市立后綜高中 匡祖元 私立立人高中 施沂彣 私立明道中學

羅韋宗 市立臺中一中 黃千雅 私立僑泰高中 王少群 市立臺中一中

林嘉瑄 國立新竹女中 陳昱翔 市立大里高中 林晉頡 國立新竹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