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勝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李芯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于一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古丞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郭祐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羅妤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郭祐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柯瑜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吳典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范恩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張鋐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潔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瑩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李霈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鄭鴻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黃廩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高綺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李秦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楊穎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施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潘惠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謝彤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張禎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魏諺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賴陵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洪茜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黃升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林婷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黃毓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林勳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彥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丁軒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張瑄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王緁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許雅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謝倫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蕭婕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蔡芸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珊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楊琪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陳珩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賴雯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衍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曾儀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黃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李甄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洪菀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趙晴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妤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林騏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霖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許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淯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勝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鄭任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江涵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許勛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廖安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梁心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吳蓉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黃盈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姍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希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趙昱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鄭綮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穎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李諠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璋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陳錡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甄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李威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賴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李妍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瑾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廖蓁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梁熏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恩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黃文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廖寓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胡旋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宋潔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施先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宋原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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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甄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常丞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江儒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陳蓁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張臻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名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陳豪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昕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尤翔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胡慈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張升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廖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范誠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劉叡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崴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賴穎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何煒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維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羽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吳慧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吳諺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李均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謝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徐謙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賴如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王稘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林宇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翁勝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周澄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連宇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尤安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張婷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嘉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胡睿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陳勳 臺南市私立興國中學國中部 黃恩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林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陳伃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何霖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張泓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成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陳宇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巫妤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許睿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巫軒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卓岑 臺中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趙晴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劉祐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許晴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蕭翔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胡榆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蕭鈞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朱瑀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劉憶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陳琪 彰化縣私立精誠中學國中部 陳均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林穎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李羽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朱興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廷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廖程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琪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王棋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莊元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尤蜜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陸妤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余靜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中國中部 
張倢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妤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許嘉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劉佩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許綺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劉辰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鄭佑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廖妁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謝錡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賴勛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魏豪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楊斌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簡儀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楊升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張晴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何誼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陳妤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黃玲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陳帆 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嚴烜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林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嚴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李恩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張綺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許蓁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陳翔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林彤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黃臻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盧恆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陳則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楊玶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愷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游勳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盧翰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程涵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張鑫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張瑄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潘彤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李丞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高育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廷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林睿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李翰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皓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楊捷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廷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倫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陳伶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郭澔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劉均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博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安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林澄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張甄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陳紘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賴寰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張森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宋妤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楊涵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芯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張含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陳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黃騰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張珉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黃睿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朱劭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銘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朱君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諭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謝妤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羅蔚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鍾庭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王朋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陳蓉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廖鈞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黃程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蔡芩 臺中市立西苑中學國中部 張欣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盧妍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盧懋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張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施謙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歐妤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炘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岑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劉岑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蘇祁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廖維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張熙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廖喻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邱瑩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洪捷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杰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陳文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洪萱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均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中國中部 
何潔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陳璿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蔣喜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黃晴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 
吳任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賴甯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程菁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沈騰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廖皓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勳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江維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