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嘉紘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俞希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羅韋翔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陳芷琪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彭致穎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張智凱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郭宗祐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蔡昕芸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翊晟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王咨竣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朱佳妤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尤瑞蜜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葉信承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蔡沄芩 臺中市市立東山中學國中部 林羿成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林承君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黃宜盈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柏叡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梁珈萁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賴彥仲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張倢熙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陳威連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許芳綺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王宣惠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葉怡萱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許晉嘉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鄭有琁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陳姿蓉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廖中寓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廖苡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家禎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陸珈妤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張莉鑫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彥銘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劉佳旻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張惠棋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宜姍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易代蓉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蔡誼媗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陳奕翔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李咏芯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謝博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苡潔 新竹縣私立義民中學國中部 何軒凱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宥萱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賴虹雯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楊岑琪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范允然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馨恩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許竹雅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周宥澄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筠婷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洪妏苑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建銘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郁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彥博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賴思寰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謝焴倫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邱子姍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趙宥晴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楊承維 臺中市私立立人中學國中部 許臻晴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柏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高宗璘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蕭可婕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林承安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暄博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鄭郁伶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美諭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毅珉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羅駿展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竑儒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陳兪錡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郭麒熏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國中部 江怡儒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張森宇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王奕庭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江柏蓉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游秉勳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王諭姍 臺中市市立東山中學國中部 戴晨聿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廖昱嘉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侑勳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王品云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曾佳婕 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 吳呈祥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長裕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竑勳 臺南市私立興國中學國中部 鐘健誠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林芸安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學 

陳昱翰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李晏丞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鍾宜庭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黃裕升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陳宥臻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張怡婷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郭子綺 臺中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張瑄含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張閎葳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冠澄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王妘禎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卓昱岑 新竹市福和國民中學 

趙苡晴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盧炘懋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中國中部 郭承澔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嘉升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雲巧昕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郭子湲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縈瑩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雲元姿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中學國中部 陳泳翰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王綵姸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廖苹妁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趙敏淳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吳馨典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呂欣諭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楊宜玶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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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芯衍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許恩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廖柏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芯珩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邱禹喆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陳厚勳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于弘一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范瑞恩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豊諺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亮穎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廖竟皓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王煒喬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張子濬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廷維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于哲弘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家甄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徐聖翔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 許芮蓁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陳思廷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常安丞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吳姵穎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俐文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宥伃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洪琮富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吳妮諺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歐庭妤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宥全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林羿里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楊采穎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宋昀潔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林方偉 南投縣私立普台中學國中部 尤映筑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張博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謝承璋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中國中部 尤顥翔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康珉綺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林芊佳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吳芊蓉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陳維則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翁禎祐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毓彥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皓珽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翁心睿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芃甄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嚴晨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鄭文棨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潘郁惠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嚴晨烜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胡愉旋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鄭琬馨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劉佳瑜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中國中部 

林映辰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胡宸瑄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林煒倫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劉冠佩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楊昀甄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賴采甯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鄭元凱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葉眞妮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黃以郝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賴瑞逢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袁安昕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品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張佩臻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朋葳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魏晨亘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陳睿哲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鄭睿寬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朱士劭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睿倬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鄭    庭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朱于君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玉紋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陳冠伶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吳靜雯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梁依縈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姿妤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陳鼎紘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胡佳榆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張紹恩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張宸凱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胡芳綺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王逸嘉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張聿崴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聿皓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柏廷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毓琦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許凱勛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龍艾岑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 蔡孟紘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黃文賢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劉彥岑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陳柏淯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怡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沛妤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劉旻祐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品翰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劉芸珊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黃偊涵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陳信甫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