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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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再興小學 潘宗豪 

第二名 私立新民小學 唐品頡 

第三名 私立再興小學 李元元 

第四名 私立新民小學 楊凱晴 

第五名 私立新民小學 劉子彤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市立明湖國小 蔡宇安 

第二名 私立再興小學 盧 悅 

第三名 新北市莒光國小 楊謹瑜 

第四名 新北市埔墘國小 吳奐鋆 

第五名 私立靜心小學 許藝薰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劉祐瑄 

第二名 市立弘道國中 吳昕庭 

第三名 私立衛理女中國中部 彭愷希 

第四名 市立南門國中 許芷寧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靜心中學 陳致茵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張擁桓 

第三名 私立衛理女中國中部 林祐萱 

第四名 私立靜心中學 陳亭妤 

第五名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王旻暄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鄭安喬 

第二名 私立靜心中學 李紫嫣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陳紫渝 

第四名 市立大直高中國中部 楊詠婕 

第五名 私立衛理女中國中部 蔡子柔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私立再興中學 吳 璇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 汪偉智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 吳柏宏 

第四名 私立東山高中 詹庭宇 

第五名 私立薇閣中學 譚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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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成國小 郭詠淇 

第二名 縣立光復國小 許雅媛 

第三名 宜蘭縣古亭國小 李宛臻 

第四名 礁溪國小 楊予僑 

第五名 礁溪國小 黃彥鈞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宜蘭縣公正國小 翁欣玥 

第二名 宜蘭市中山國小 張詠晴 

第三名 北成國小 朱耘禛 

第四名 礁溪國小 陳柏皓 

第五名 北成國小 朱耘賞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趙偲羽 

第二名 復興國中 王以安 

第三名 宜蘭縣立東光國中 胡庭慈 

第四名 復興國中 游耘如 

第五名 宜蘭國中 林揚儒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凱旋國中 洪子媛 

第二名 國華國中 林 芃 

第三名 國華國中 羅巧喻 

第四名 國華國中 邱 冕 

第五名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王資婷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復興國中 張語喬 

第二名 宜蘭國中 張倪嘉 

第三名 復興國中 李靖萱 

第四名 內城國中小 康陌禾 

第五名 復興國中 趙奇美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羅東高中 簡瑀萱 

第二名 羅東高中 林紓宇 

第三名 宜蘭高中 游翊民 

第四名 宜蘭高中 游之嫻 

第五名 宜蘭高中 林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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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義國小 陳昕彤 

第二名 明義國小 黃于真 

第三名 宜昌國小 王思妤 

第四名 明義國小 池芷軒 

第五名 明義國小 郭擇霖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明義國小 盧昱華 

第二名 鑄強國小 張芷熏 

第三名 東華附小 王維薇 

第四名 宜昌國小 廖妘柔 

第五名 鑄強國小 黃紫瑀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花崗國中 郭新佳 

第二名 國風國中 黃孟婕 

第三名 國風國中 賴羿澄 

第四名 國風國中 張立琪 

第五名 慈大附中國中部 董 微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花崗國中 顧崇懷 

第二名 自強國中 張中瀚 

第三名 宜昌國中 李 心 

第四名 花崗國中 鄭詩穎 

第五名 自強國中 黃俐諺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吉安國中 黃三寶 

第二名 吉安國中 鄒瑋珊 

第三名 吉安國中 江許涵 

第四名 自強國中 梁欣樺 

第五名 化仁國中 張瑋宸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四維高中 卓恩潔 

第二名 慈大附中高中部 黃冠綸 

第三名 海星高中 藍彩庭 

第四名 四維高中 胡婷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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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人小學 楊淳茜 

第二名 民安國小 林穗呈 

第三名 榮富國小 黃婕綺 

第四名 鶯歌國小 呂語璇 

第五名 新莊國小 呂承翰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文化國小 吳丞妤 

第二名 安坑國小 陳妤柔 

第三名 竹林國小 張芳瑜 

第四名 深坑國小 廖俊齊 

第五名 板橋國小 邱子恬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新莊國中 陳翌豪 

第二名 溪崑國中 陳禹彤 

第三名 鶯歌國中 郭亦晴 

第四名 達觀國中小(國中) 江宜蔚 

第五名 忠孝國中 鄭詠琳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福和國中 許珮綺 

第二名 南山中學(國中) 熊子嫻 

第三名 光復高中(國中) 黃靖容 

第四名 聖心女中 林鈺評 

第五名 土城國中 陳寬昕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中正國中 王 賀 

第二名 積穗國中 吳振宇 

第三名 永和國中 游采涵 

第四名 新莊國中 蔡昀芳 

第五名 蘆洲國中 張儷齡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恆毅高中 李佳陵 

第二名 時雨高中 陳奕蒼 

第三名 板橋高中 莊巧筠 

第四名 時雨高中 蔡昕洋 

第五名 聖心女中 葉婷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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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溪國小 劉紘銘 

第二名 中山國小 王愛維 

第三名 雙龍國小 吳欣嘉 

第四名 圳頭國小 鄭阡芮 

第五名 同德國小 高妍溱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大忠國小 黃彩芯 

第二名 同德國小 高桓立 

第三名 桃園國小 王怡情 

第四名 石門國小 林知儀 

第五名 忠貞國小 李育岑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東興國中 葉緗庭 

第二名 華興國中 詹大千 

第三名 復旦高中國中部 邵冠爲 

第四名 大成國中 蘇郁晴 

第五名 桃園國中 蘇芸巧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中壢國中 袁益軒 

第二名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湯少瑄 

第三名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張家維 

第四名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王婷鈺 

第五名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陳柔臻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經國國中 卓暐軒 

第二名 自強國中 江家綺 

第三名 平鎮國中 謝恩惠 

第四名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黃采葳 

第五名 自強國中 劉宣蘭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武陵高中 林郁娟 

第二名 壽山高中 林汝亭 

第三名 中大壢中(中壢高中) 江昕融 

第四名 新興高中 林京儀 

第五名 武陵高中 黃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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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山國小 楊舒宇 

第二名 東門國小 詹欣諺 

第三名 十興國小 武煒皓 

第四名 北門國小 曾妍嘉 

第五名 西門國小 鄭婷予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興隆國小 張舜婷 

第二名 東門國小 林芮妤 

第三名 曙光小學 陳楷淇 

第四名 曙光小學 莊晴雯 

第五名 載熙國小 邱韻倢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曙光女中(國中部) 謝采芸 

第二名 竹北國中 張瑜庭 

第三名 香山高中(國中部) 楊靜珊 

第四名 培英國中 陳品臻 

第五名 育賢國中 夏嫚謙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培英國中 黃毓家 

第二名 曙光女中 范宸瑄 

第三名 成功國中 王韻閑 

第四名 仁愛國中 徐凡懿 

第五名 光武國中 楊朋翰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東興國中 江 寧 

第二名 成功國中 莊之睿 

第三名 曙光女中 蔡昀錚 

第四名 義民中學國中部 郭玟秀 

第五名 義民中學國中部 洪鈺晴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竹北高中 丁子宴 

第二名 曙光女中 黃鈺綺 

第三名 新竹女中 羅少君 

第四名 新竹女中 劉芳妤 

第五名 新竹女中 鄭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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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中山國小 李家綺 

第二名 南陽國小 徐郁涵 

第三名 重慶國小 李冠霆 

第四名 和平國小 江泉鋆 

第五名 南陽國小 林宥諠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竹林國小 陳書禾 

第二名 葳格小學 陳怡彤 

第三名 樹義國小 胡芸慈 

第四名 竹林國小 陳嬿方 

第五名 力行國小 戴枟柔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沙鹿國中 陳歆閔 

第二名 龍津高中(國中部) 楊宇棠 

第三名 雙十國中 黃蓁翊 

第四名 衛道中學 李勻斌 

第五名 衛道中學 林暐倫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大墩國中 余依宸 

第二名 文興高中(國中部) 胡楚洹 

第三名 豐東國中 林 巧 

第四名 光榮國中 楊子妤 

第五名 豐東國中 林 敏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衛道中學 李芯琴 

第二名 明道中學 陳彥蓁 

第三名 明德中學 黃仕欣 

第四名 西苑高中(國中部) 李承修 

第五名 明德中學 楊秉叡 

高中職組 

第一名 興大附中 簡婕伃 

第二名 彰化高中 洪翊軒 

第三名 彰化女中 林靖晏 

第四名 台中女中 林映如 

第五名 彰化女中 黃柏靜 



                                                               初賽英雄榜 

苗栗區 

  

  

組別 名次 學校 姓名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大湖國小 鄧嘉鈞 

第二名 苗栗縣建功國小 陳佳穎 

第三名 苗栗縣建功國小 賴宥甯 

第四名 苗栗縣公館國小 陳嬿伊 

第五名 大同國小 彭采唯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建國國小 陳聖鈞 

第二名 建國國小 連侑軒 

第三名 頭份國小 羅宇晨 

第四名 永貞國小 黎欣芷 

第五名 十興國小 劉芷嫣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照南國中 李珮嘉 

第二名 頭份國中 李衡縈 

第三名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國中部 王宇欣 

第四名 公館國中 張宸睿 

第五名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國中部 林昱婷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頭份國中 宋昀芹 

第二名 建國國中 陳韻安 

第三名 建國國中 曾羽彤 

第四名 公館國中 胡馨云 

第五名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王瑋珊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竹南國中 鄭宇孟 

第二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劉子僑 

第三名 建國國中 陳萱知 

第四名 公館國中 黃怡芬 

第五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林禹辰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私立育民工家 陳心儀 

第二名 苗栗高中 鄧靜脩 

第三名 苗栗高中 陳巧瑜 

第四名 苗栗國立苑裡高中 江雨潔 

第五名 苗栗高中 羅家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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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峰國小 羅羽涵 

第二名 光榮國小 林辰盈 

第三名 平和國小 蔡詠欣 

第四名 國姓國小 謝欣穎 

第五名 國姓國小 曾裕媜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弘明實中 陳彥佑 

第二名 德興國小 曾俐嘉 

第三名 光華國小 白容瑜 

第四名 光榮國小 鄭國志 

第五名 南投國小 陳姵禎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曉明女中 吳辰甯 

第二名 南投國中 葉芷婷 

第三名 弘明實中 何庭臻 

第四名 中興國中 楊詠晴 

第五名 南投國中 吳宇瑄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南崗國中 施喬云 

第二名 南投國中 李英愛 

第三名 明道中學 梁詠晴 

第四名 旭光高中 林佩宸 

第五名 南崗國中 洪珮綾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鹿谷國中 林冠宇 

第二名 埔里國中 蕭郁臻 

第三名 南投國中 劉映杅 

第四名 弘明實中 何冠逸 

第五名 埔里國中 劉品秀 

高中職組 

第一名 興大附中 蔡宜恩 

第二名 中興高中 郭兆昕 

第三名 南投高中 廖孆淇 

第四名 南投高中 呂昀熹 

第五名 竹山高中 李亦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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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誠國小 薛秉宸 

第二名 中正國小 莊瑀謙 

第三名 北辰國小 蔡科誼 

第四名 光復國小 李融融 

第五名 斗南國小 楊雅淳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公誠國小 賴慧珉 

第二名 南陽國小 張芯瑀 

第三名 維多利亞小學 彭禹晰 

第四名 南陽國小 許 諾 

第五名 立仁國小 蔡捷伃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崇德國中 廖靚惠 

第二名 崇德國中 黃則睿 

第三名 斗六國中 張嘉莉 

第四名 建國國中 蔡惠妙 

第五名 斗南高中 葉怡均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建國國中 黃芸貞 

第二名 土庫國中 蔡昀錚 

第三名 揚子中學 陳婉甄 

第四名 東仁國中 汪妍希 

第五名 東仁國中 尤品璇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斗南高中 黃渝婷 

第二名 私立正心高中 楊喬蓁 

第三名 北港國中 顏益成 

第四名 正心中學 程于倢 

第五名 雲林國中 王盈穎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嘉義高中 杞亮昀 

第二名 虎尾高中 陳婉茹 

第三名 正心中學 林芷琳 

第四名 虎尾高中 王敬雅 

第五名 揚子中學 林湘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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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賢國小 許晁榕 

第二名 崇文國小 林靚瑀 

第三名 嘉大附小 林元貞 

第四名 育人國小 王冠靜 

第五名 世賢國小 方顗婷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港坪國小 鄭宇希 

第二名 北園國小 黃郁晴 

第三名 興嘉國小 吳佳臻 

第四名 崇文國小 朱芸逸 

第五名 博愛國小 黃韻蓉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興國高中 洪碩謙 

第二名 北興國中 蘇玥儒 

第三名 大業國中 陳諠彤 

第四名 民生國中 王晨佑 

第五名 協同中學 賴品伶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北興國中 劉耀璘 

第二名 嘉義國中 蘇于雯 

第三名 民生國中 蔡宗翰 

第四名 南興國中 曾冠頤 

第五名 協同中學 何昕曈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協同中學 陳邑瓚 

第二名 玉山國中 何欣悅 

第三名 協同中學 許子琦 

第四名 北興國中 許鈞棋 

第五名 宏仁女中 邱子紘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宏仁女中 林禹晴 

第二名 嘉義高中 黃芃蓁 

第三名 嘉義女中 簡嘉瑩 

第四名 嘉華高中 林梓楹 

第五名 協同中學 高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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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仁國小 許喬婷 

第二名 億載國小 黃薀蓉 

第三名 新進國小 張祐宜 

第四名 佳里國小 張宥宣 

第五名 崇學國小 許宸銘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永福國小 鄭秀雲 

第二名 大同國小 吳芯瑀 

第三名 崇明國小 張芷綺 

第四名 永康國小 王浚濠 

第五名 文元國小 胡昕琁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港明中學 陳亭瑜 

第二名 慈濟中學 黃婷妤 

第三名 新東國中 郭豐維 

第四名 永仁高中 曹雁茹 

第五名 忠孝國中 陳恩翰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復興國中 呂育翰 

第二名 後甲國中 陳奕妤 

第三名 復興國中 郭紋妙 

第四名 忠孝國中 羅令宜 

第五名 建興國中 吳昆哲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後甲國中 劉柏辰 

第二名 建興國中 王思涵 

第三名 德光中學 楊宜婕 

第四名 建興國中 林筠琪 

第五名 大灣高中(國中部) 李雅筑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台南女中 葉田甜 

第二名 南光高中 袁嘉良 

第三名 新化高中 陳 漁 

第四名 黎明中學 朱榆庭 

第五名 黎明中學 胡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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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誠實小 辛沛樂 

第二名 民權國小 林巧甯 

第三名 東光國小 陳亭瑜 

第四名 美濃國小 林品言 

第五名 東光國小 蔡慕箴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龍華國小 呂采瞳 

第二名 凱旋國小 林晨馨 

第三名 東光國小 陳盈泰 

第四名 瑞豐國小 林宇馨 

第五名 龍華國小 陳姿尹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青年國中 吳亭葳 

第二名 明華國中 蔡秀翎 

第三名 文府國中 林偉玲 

第四名 鳳翔國中 賴俊宇 

第五名 立志中學國中部 王翊廷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鳳甲國中 林宇婕 

第二名 文府國中 仲 愛 

第三名 正興國中 李若翎 

第四名 瑞豐國中 顏卉瑀 

第五名 慈濟中學 張睿宸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正興國中 陳科睿 

第二名 鳳甲國中 洪恩佳 

第三名 正義高中國中部 陳玟彤 

第四名 鳳山國中 陳岱妤 

第五名 鳳西國中 李婉瑜 

高中職組 

第一名 高雄中學 劉 瑄 

第二名 美和高中 朱芊慈 

第三名 三民高中 鄭宇涵 

第四名 立志中學 張語宸 

第五名 立志中學 陳奕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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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瑄國小 陳子茉 

第二名 金沙國小 陳柔安 

第三名 何浦國小 陳妍汐 

第四名 中正國小 李嘉豪 

第五名 中正國小 廖千媛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中正國小 董子言 

第二名 中正國小 周子彤 

第三名 中正國小 黃鈺琇 

第四名 金沙國小 許方嫙 

第五名 金鼎國小 許益滄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金寧國中 林志陽 

第二名 金湖國中 盧淑恩 

第三名 金城國中 汪 洋 

第四名 金湖國中 許少洲 

第五名 金城國中 王昱婷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金城國中 陳沛羽 

第二名 金湖國中 李婕雅 

第三名 金沙國中 周怡秀 

第四名 金城國中 李睿翎 

第五名 金城國中 李之馨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金寧國中 莊宗群 

第二名 金湖國中 黃品瑜 

第三名 金湖國中 楊舒絢 

第四名 金湖國中 王之呈 

第五名 金湖國中 陳俊燁 

高中職組 

第一名 金門高中 謝 忻 

第二名 金門高中 陳丕堯 

第三名 金門高中 張 辰 

第四名 金門高中 林育慧 

第五名 金門高中 蔡昀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