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政佑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洪子傑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賴奕君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昱侖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李奕賢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吳俊緯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立儒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鄭文凱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張馨文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芷婕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嵩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施品蕙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巫柏臻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農 楊子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施品芊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巫松翰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廖真慧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袁安妤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詹千嫿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游宜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品慈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曾毓萱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楊宜蓁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陳姿穎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王睿哲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廖芷仟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劉鈴靜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徐姵涵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李呈燁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李懿珅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學

林大鈞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佑柏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江鎧宇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蔡昀蒨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柯禹瑄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賴乙萱 臺中市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潘芷伶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學 陳佩婕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陳虹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謝萱穎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林新澄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黃翊豪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陳毅恩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陳建甫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張言銘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許富傑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李濬宇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劉彥彣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渝暄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吳宜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廖穎萱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柳芊如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金錥明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志宇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王廷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尤靖文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邱奕臻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王苡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陳雅萍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陳漢庭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詹睿寬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珮佳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李冠緯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郭品賢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洪宇豪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李文淯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陳筠淇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王韻茨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賴宇萱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王姿惠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柯惠瑄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王聖瑩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張雅硯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許舒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顏成翰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陳儀妙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王洛君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賴瑀姍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何佳芸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學 鄭弘偉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范以芃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黃義翔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詹亞璇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林品安 私立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涂晏程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盧欣妤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黃玉槿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張証皓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黃鼎元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煜軒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王君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施柏宇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宜臻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吳冠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劉家瑄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王品文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陳冠妤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楊雯荃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劉麒萱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五專)

陳易宏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謝芯蕙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黄煜桓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唐子康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昇博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鍾宜蓁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魏佑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柿澤優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陳彥岐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王宥霖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學校王玄宇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謝雨彤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黃于庭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黃兆祥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范瑞媛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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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閎為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鄭乙芳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徐稚喬 私立南開科技大學(五專)

張琬婷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賴玉豐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顏劭聿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李亭頤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李宥嫻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趙德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劉宛華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梁彧齊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洪建豐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嘉倫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林佩瑩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蔡安亭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張嘉玲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楊紫妘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郭祐良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欣諭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鄭舒雯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鄭丞祐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張語芳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偉翰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黄楚璇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蔡佩樺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鄭丞志 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謝方棋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曾聖浩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吳庭萱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廖廷偉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威晴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謝昆棋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吳芹榛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賴炯智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高級中學 朱立寰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學 袁凱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謝宛汝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李元睿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姵萱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靖淳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楊佳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陳品睿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陳依媃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柯喬諭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邱寀彤 私立臺南市港明高級中學

張嘉達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丞凱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敬恆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吳承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張曜薪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高于茵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劉姸昕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楊千慧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賴韋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陳明寬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陳楀翔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劉子瑀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鄭寀璿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吳東諺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陳立捷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鄭綵蓉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吳婕暄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邱進科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賴詩涵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孫郁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陳弘勛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陳盈晴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劉宛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凃冠妤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鄭雅芹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林怡慈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王筠喬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玳君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李秉桀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吳瑩苡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王楨凱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何思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黄騰葦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陳均合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曾崇恩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周庠邑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宥廷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林芷瑩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紀德琳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陳羿妘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陳璟瑗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朱丞鈺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王妘齊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楊芷瀠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劉佳芃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則均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顏菘葆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楊琮熹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夢軒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黃書哲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捷亞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張嘉棋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