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賽英雄榜 

台北市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市立民族國小 張允盛 

第二名 市立光復國小 陳珝蓉 

第三名 私立再興小學 江沛璇 

第四名 私立靜心小學 王凱芯 

第五名 私立靜心小學 黃新甯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市立國語實小 陳彥寧 

第二名 私立新民小學 林欣慈 

第三名 私立新民小學 鄭德東 

第四名 市立東門國小 魏貝伃 

第五名 私立新民小學 于子晴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復興中學國中部 王藝芯 

第二名 私立延平中學國中部 盧佳欣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鄭莆濬 

第四名 私立靜心中學 王藝諠 

第五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林佳欣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李庭妮 

第二名 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吳庭誼 

第三名 私立靜心中學 高瑋伯 

第四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徐以倢 

第五名 市立中正國中 高瑀謙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靜心中學 陳柔伊 

第二名 市立敦化國中 周榆庭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李芳臻 

第四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翁姀茙 

第五名 私立靜心中學 雷登宇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私立再興中學 彭楷婷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 陳楨荃 

第三名 私立再興中學 游雅筑 

第四名 市立建國中學 洪東裕 

第五名 私立再興中學 童筱崳 



                                                               初賽英雄榜 

宜蘭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宜蘭縣北成國小 林宥岑 

第二名 光復國小 許蔓妮 

第三名 光復國小 陳孝洋 

第四名 光復國小 徐若紓 

第五名 光復國小 林冠妤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黎明國小 王易平 

第二名 宜蘭縣古亭國小 陳逸安 

第三名 中道雙語小學 李易儒 

第四名 宜蘭縣北成國小 羅子綺 

第五名 黎明國小 劉芷妍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王資婷 

第二名 國華國中 邱 冕 

第三名 宜蘭縣復興國中 方子昀 

第四名 宜蘭縣復興國中 尤彥筑 

第五名 宜蘭國中 于 薏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宜蘭縣復興國中 陳昀靖 

第二名 宜蘭縣復興國中 李靖萱 

第三名 宜蘭國中 張芷綾 

第四名 宜蘭縣復興國中 林書妤 

第五名 礁溪國中 趙婕妤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文化國中 張之妍 

第二名 國華國中 莊紫婕 

第三名 宜蘭國中 游翊民 

第四名 國華國中 陳昀盈 

第五名 宜蘭國中 游士杰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國立蘭陽女中 李佳樺 

第二名 國立蘭陽女中 林念潼 

第三名 國立蘭陽女中 吳宜凌 

第四名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曾暐翔 

第五名 國立蘭陽女中 游杉姵 



                                                               初賽英雄榜 

花蓮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宜昌國小 廖妘柔 

第二名 慈大附小 林芊逸 

第三名 中正國小 周珍宇 

第四名 東華附小 呂 安 

第五名 北埔國小 陳珮芯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慈大附小 林佑珊 

第二名 宜昌國小 林稙凱 

第三名 東華附小 沈彤恩 

第四名 東華附小 劉恩珣 

第五名 海星國小 謝赫晅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國風國中 陳昕妍 

第二名 花崗國中 黃宇翎 

第三名 慈大附中國中部 江宇喬 

第四名 自強國中 劉冠宏 

第五名 花崗國中 魯昀蓁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慈大附中國中部 樊蓁蓁 

第二名 國風國中 張 琦 

第三名 自強國中 梁右靖 

第四名 瑞穗國中 康瑞玉 

第五名 私立海星高中國中部 陳 曦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花崗國中 張蕎官 

第二名 宜昌國中 范雅寧 

第三名 宜昌國中 曾梓瑄 

第四名 國風國中 黃敏郡 

第五名 花崗國中 方秉翔 

高中職組 

第一名 花蓮女中 趙寶婷 

第二名 花蓮女中 劉亦慈 

第三名 四維高中 陳珮如 

第四名 四維高中 黃勻姿 

第五名 花蓮女中 陳穎宣 



                                                               初賽英雄榜 

新北市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榮富國小 蔡宜瑾 

第二名 正義國小 呂容禎 

第三名 海山國小 張育琦 

第四名 莒光國小 龍立軒 

第五名 後埔國小 潘盈蓁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新泰國小 陳翌豪 

第二名 五華國小 李亭蓁 

第三名 永平國小 林知穎 

第四名 板橋國小 邱伊敏 

第五名 後埔國小 曾馨儀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土城國中 陳寬昕 

第二名 福和國中 許珮綺 

第三名 南山中學 呂芊穎 

第四名 光復高中(國中) 張哲瑋 

第五名 南山中學 徐睿岑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中山國中 郭芳佑 

第二名 新莊國中 蔡昀芳 

第三名 新莊國中 李宣誼 

第四名 鶯歌國中 林宜儒 

第五名 中山國中 吳明真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三峽國中 蔡昀涵 

第二名 新莊國中 吳莉穎 

第三名 金陵女中 楊宜婷 

第四名 鶯歌國中 鄭詠蔚 

第五名 時雨高中 童筠雅 

高中職組 

第一名 三重高中 黃意涵 

第二名 新店高中 陳慶宜 

第三名 時雨高中 陳奕蒼 

第四名 錦和高中 江亭蓉 

第五名 格致中學 柯采玉 



                                                               初賽英雄榜 

桃園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北門國小 林峰秀 

第二名 信義國小 謝懷湘 

第三名 桃園國小 朱譽嘉 

第四名 義興國小 侯又溱 

第五名 龜山國小 林妍庭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青溪國小 駱盟愛 

第二名 雙龍國小 柯穎甄 

第三名 土城國小 賴薏云 

第四名 青溪國小 何昀蓁 

第五名 西門國民小學 蘇郁凱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吳宥萱 

第二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林詠華 

第三名 六和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游莉琪 

第四名 福豐國中 吳敏兒 

第五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葉奕呈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青溪國中 吳之宇 

第二名 慈文國中 許芝瑜 

第三名 建國國中 吳孟潔 

第四名 振聲高中國中部 潘維宏 

第五名 振聲高中國中部 黎秝彤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福豐國中 游欣儒 

第二名 慈文國中 王明琛 

第三名 大成國中 張晏庭 

第四名 南崁國中 陳禹璇 

第五名 南崁國中 盧秉宏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新興高中 葉昕芃 

第二名 武陵高中 游子昱 

第三名 中大壢中 江昕融 

第四名 永豐高中 柯宇珊 

第五名 中大壢中 張瑄庭 



                                                               初賽英雄榜 

新竹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康橋國際學校 萬學寧 

第二名 民富國小 余軒語 

第三名 東門國小 江芳宜 

第四名 清華附小 郭佳穎 

第五名 康橋國際學校 宋采璇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北門國小 劉文琳 

第二名 東門國小 顏苡安 

第三名 東園國小 夏嫚孺 

第四名 關東國小 林奕慈 

第五名 東興國小 周胤翔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培英國中 黃毓家 

第二名 科園實中國中部 趙奕筑 

第三名 光華國中 尤映筑 

第四名 光華國中 張嘉倚 

第五名 光武國中 張馨諭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東興國中 江 寧 

第二名 曙光女中國中部 張瑄安 

第三名 科園實中國中部 郭逸柔 

第四名 三民國中 黃梓齊 

第五名 科園實中國中部 胡芳寧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三民國中 范聖恩 

第二名 博愛國中 吳昀曦 

第三名 建功高中國中部 方若宇 

第四名 光復中學 彭舒榆 

第五名 光復中學 王采凡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新竹女中 劉芳妤 

第二名 成德高中 凌敏華 

第三名 成德高中 曾易能 

第四名 竹北高中 連婉筑 

第五名 建功高中 許恩綺 



                                                               初賽英雄榜 

台中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清水國小 蔡雅芯 

第二名 育英國小 王韻涵 

第三名 南陽國小 張晏菫 

第四名 忠孝國小 黃品睿 

第五名 永安國小 曾宥鈞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力行國小 黃蓁翊 

第二名 龍津國小 楊宇棠 

第三名 大甲區文昌國小 陳宣綺 

第四名 葳格小學 陳怡彤 

第五名 竹林國小 陳歆閔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曉明女中 江品儀 

第二名 豐東國中 林 巧 

第三名 大墩國中 余依宸 

第四名 衛道中學 陳玠融 

第五名 豐東國中 林 敏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明道中學 蔡禪鵑 

第二名 明道中學 陳彥蓁 

第三名 大甲國中 沈家瑄 

第四名 明道中學 鄭詠心 

第五名 東大附中 謝舒涵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居仁國中 唐翊雯 

第二名 東峰國中 簡婕伃 

第三名 大雅國中 周楷莉 

第四名 居仁國中 張硯菡 

第五名 豐南國中 黃琳家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彰化女中 黃品恩 

第二名 忠明高中 黃彥寧 

第三名 興大附中 李鞣靖 

第四名 臺中女中 林可鈞 

第五名 興大附中 翁宥潔 



                                                               初賽英雄榜 

南投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南投國小 陳姵禎 

第二名 光華國小 廖鈞浩 

第三名 炎峰國小 梁嘉芸 

第四名 名間國小 吳忻曄 

第五名 埔里國小 林宜蓁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埔里國小 吳辰甯 

第二名 平和國小 楊曉潔 

第三名 弓鞋國小 李政澤 

第四名 南光國小 鍾亭宜 

第五名 埔里國小 謝采玲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明道中學 梁詠晴 

第二名 南投國中 李英愛 

第三名 精誠中學 林郁芸 

第四名 南崗國中 陳 奕 

第五名 竹山國中 林罄昀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南投國中 陳子歆 

第二名 草屯國中 林 容 

第三名 鹿谷國中 劉俞君 

第四名 中興國中 蕭芸婷 

第五名 旭光高中 李凱莉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中興國中 廖唯硯 

第二名 中興國中 丁筱芸 

第三名 旭光高中 黃姿樺 

第四名 南崗國中 陳歆雅 

第五名 旭光高中 白欣枚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台中女中 劉芸禎 

第二名 興大附中 吳子亦 

第三名 暨大附中 張仕昌 

第四名 暨大附中 黃琪斐 

第五名 暨大附中 林佳嬅 



                                                               初賽英雄榜 

雲林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安慶國小 謝季庭 

第二名 和平國小 吳浩軒 

第三名 公誠國小 黃詩芸 

第四名 公誠國小 林非雨 

第五名 鎮西國小 詹芷錚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水碓國小 黃宥茹 

第二名 斗六國小 張嫚娣 

第三名 安慶國小 廖靚惠 

第四名 公誠國小 賴慧珉 

第五名 立仁國小 魏安儀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斗六國中 陳玥廷 

第二名 東仁國中 尤品璇 

第三名 崇德國中 林家薇 

第四名 崇德國中 黃巧慈 

第五名 斗六國中 涂沛璇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崇德國中 廖芝英 

第二名 東明國中 張益維 

第三名 崇德國中 鍾芸紡 

第四名 崇德國中 劉哲嘉 

第五名 東明國中 詹茹鈁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新港國中 杞亮昀 

第二名 崇德國中 蔡佩璇 

第三名 崇德國中 陳羿瑄 

第四名 北港國中 孫于茹 

第五名 正心中學 張峻瑋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協同中學 蔡元騰 

第二名 斗六高中 陳雅涵 

第三名 正心中學 劉逸翔 

第四名 斗六高中 黃淑芬 

第五名 私立文生高中 林子翔 



                                                               初賽英雄榜 

嘉義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嘉大附小 陳厚誠 

第二名 博愛國小 張芮婕 

第三名 和睦國小 吳宛蓁 

第四名 大同國小 李姍蓉 

第五名 民族國小 鄧人愷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大同國小 黃羿瑄 

第二名 港坪國小 蘇玥儒 

第三名 嘉大附小 陳予昀 

第四名 港坪國小 李依璇 

第五名 博愛國小 林巧旋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嘉華中學 賴如琪 

第二名 協同中學 蕭誼瑄 

第三名 北興國中 陳映妏 

第四名 北興國中 陳郁絜 

第五名 協同中學 張庭甄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正心中學 余欣霓 

第二名 新港國中 黃柏諭 

第三名 協同中學 林姵妤 

第四名 民生國中 曾秉閎 

第五名 蘭潭國中 蕭念慈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新港國中 杞亮昀 

第二名 民生國中 李佑亭 

第三名 民生國中 謝芷芸 

第四名 協同中學 林映萱 

第五名 輔仁中學 曾盈嘉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嘉義女中 吳宜軒 

第二名 嘉義女中 江宛樺 

第三名 嘉義女中 蕭瑀莘 

第四名 興華中學 高志朋 

第五名 嘉義女中 洪馷孺 



                                                               初賽英雄榜 

台南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新進國小 蕭詠璦 

第二名 崇明國小 張育嘉 

第三名 億載國小 郭家鋐 

第四名 大橋國小 曾鈺陽 

第五名 安平國小 趙于涵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新進國小 王俞証 

第二名 億載國小 洪瑀均 

第三名 大橋國小 黃婷妤 

第四名 龍潭國小 王奕翔 

第五名 永福國小 鄭秀雲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苓雅國中 繆 秝 

第二名 明正國中 陳昱潔 

第三名 安南國中 杜沛諠 

第四名 崇明國中 郭致維 

第五名 復興國中 郭紋妙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建興國中 林筠琪 

第二名 德光中學 葉芷潁 

第三名 建興國中 黃筠晴 

第四名 後甲國中 蘇鈺庭 

第五名 建興國中 洪偉寧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大灣高中 陳 漁 

第二名 南光高中 林佩瑩 

第三名 瀛海中學 朱庭萱 

第四名 南新國中 王珮馨 

第五名 建興國中 霍民邦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台南女中 林慧婷 

第二名 港明高中 方品月 

第三名 瀛海中學 顏郁珈 

第四名 台南女中 阮允嘉 

第五名 聖功女中 黃靖璇 



                                                               初賽英雄榜 

高雄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鎮昌國小 劉又菁 

第二名 南成國小 曾薰儀 

第三名 華山國小 黃紹宸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瑞豐國小 賴俊宇 

第二名 東光國小 陳嘉晟 

第三名 新民國小 林恩伃 

第四名 文山國小 吳亭葳 

第五名 鳳翔國小 蔡昀庭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立志中學國中部 顧 澐 

第二名 英明國中 黃郁琁 

第三名 明華國中 呂婉熏 

第四名 龍華國中 黃暄媞 

第五名 正興國中 李若翎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復華中學國中部 柴映竹 

第二名 美和國中 丁乙芹  

第三名 美和國中 湯子萱  

第四名 龍華國中 洪子涵 

第五名 道明中學國中部 吳亭禛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立志中學國中部 張嘉恩 

第二名 鳳西國中 蘇琬茜 

第三名 美和國中 朱芊慈  

第四名 瑞豐國中 林文婷 

第五名 餐旅國中 王妤瑄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美和高中 戴江世柔 

第二名 美和高中 李敏誌 

第三名 前鎮高中 陳雅玲 

第四名 美和高中 陳 榆 

第五名 正義高中 許馨方 



                                                               初賽英雄榜 

金門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賢庵國小 劉恩慈 

第二名 金沙國小 黃綺晴 

第三名 金沙國小 柯思綺 

第四名 金寧中小學國小部 李蓁蓁 

第五名 開瑄國小 陳子茉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中正國小 董芷菱 

第二名 金湖國小 許少洲 

第三名 中正國小 葉馨蕥 

第四名 開瑄國小 莊珵恩 

第五名 中正國小 蔡瀞嫻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金湖國中 紀有容 

第二名 金沙國中 王凡之 

第三名 金城國中 盧建邦 

第四名 金城國中 張家珍 

第五名 金寧國中 楊承叡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金城國中 梁佑得 

第二名 金城國中 劉品蘭 

第三名 金城國中 周子言 

第四名 金沙國中 劉庭瑞 

第五名 金沙國中 許晨芯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金湖國中 李謙和 

第二名 金沙國中 章若璞 

第三名 金城國中 李禕淳 

第四名 金寧國中 蔡家欣 

第五名 金城國中 江金儀 

高中職組 

第一名 金門高中 蔡昀姍 

第二名 金門高中 蔡心慈 

第三名 金門高中 何冠賢 

第四名 金門高中 謝 忻 

第五名 金門高中 陳中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