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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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靜心小學 吳翊弘 

第二名 新北市莒光國小 胡芸芃 

第三名 私立新民小學 蔡沁淞 

第四名 新北市埔墘國小 林淵恒 

第五名 私立新民小學 吳美萱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新北市埔墘國小 吳奐鋆 

第二名 私立再興小學 劉杰宓 

第三名 私立薇閣小學 陳柔妘 

第四名 市立龍山國小 翁子晴 

第五名 市立龍安國小 陳宥晴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吳沛汶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施韋岑 

第三名 私立靜心中學 鄧安晴 

第四名 私立靜心中學 許藝薰 

第五名 私立靜心中學 陳妤柔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靜心中學 張修瑜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馮若淇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邱 甯 

第四名 私立靜心中學 盧謹寬 

第五名 私立靜心中學 林育臣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私立衛理女中 林祐萱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黃少甄 

第三名 私立復興中學國中部 王藝芯 

第四名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林宜慧 

第五名 私立靜心中學 劉珮瑩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私立薇閣中學 陳亮妘 

第二名 私立薇閣中學 李芊萸 

第三名 私立薇閣中學 葉柏妤 

第四名 私立薇閣中學 李宜庭 

第五名 私立薇閣中學 王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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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國小 詹逸凡 

第二名 羅東國小 林沛琦 

第三名 光復國小 呂奕翰 

第四名 光復國小 黃睿婕 

第五名 中道雙語小學 李家萾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北成國小 郭詠淇 

第二名 公正國小 林容玉 

第三名 光復國小 簡嘉靜 

第四名 宜蘭國小 江昀蓁 

第五名 北成國小 陳天晴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中華國中 陳逸安 

第二名 復興國中 林靜婕 

第三名 中華國中 張庭瑄 

第四名 羅東國中 林雨函 

第五名 復興國中 方宣期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復興國中 游耘如 

第二名 東光國中 胡庭慈 

第三名 羅東國中 謝靜芹 

第四名 復興國中 郭恒瑞 

第五名 中道中學 陳玉庭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復興國中 陳毅彰 

第二名 興中國中 徐雅晴 

第三名 復興國中 陳序倫 

第四名 凱旋國中 洪子媛 

第五名 中道中學 徐麗暘 

高中職組 

第一名 蘭陽女中 陳昀靖 

第二名 蘭陽女中 陳宥瑄 

第三名 蘭陽女中 楊子郁 

第四名 蘭陽女中 林書妤 

第五名 宜蘭高中 林睿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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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星國小 洪以曦 

第二名 明廉國小 林子渝 

第三名 鑄強國小 林子平 

第四名 太昌國小 柯雨岑 

第五名 明義國小 胡雯惠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中正國小 林炫宇 

第二名 慈大附小 林芊逸 

第三名 明義國小 賴可峮 

第四名 中正國小 陳心婕 

第五名 中正國小 李依珊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花崗國中 陳盈蓉 

第二名 國風國中 邱楷哲 

第三名 花崗國中 陳芃庭 

第四名 國風國中 王楷甯 

第五名 私立海星國中 林 莉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國風國中 第一名 

第二名 花崗國中 第二名 

第三名 國風國中 第三名 

第四名 國風國中 第四名 

第五名 花崗國中 第五名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國風國中 黃文嫺 

第二名 自強國中 李旻翰 

第三名 宜昌國中 李 心 

第四名 自強國中 張中瀚 

第五名 國風國中 王婷榆 

高中職組 

第一名 花蓮女中 林煦寧 

第二名 花蓮女中 趙寳婷 

第三名 花蓮女中 歐柏儀 

第四名 花蓮女中 曹 靖 

第五名 花蓮女中 李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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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腳國中小（國小） 周禾寧 

第二名 昌平國小 林千尋 

第三名 莒光國小 許沛真 

第四名 中信國小 陳亞函 

第五名 中信國小 林凝暄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江翠國小 陳宣慈 

第二名 厚德國小 鄭宇芸 

第三名 忠義國小 蔡聿兒 

第四名 及人國小 沈昀葶 

第五名 三光國小 陳思妤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福和國中 張依蒨 

第二名 新莊國中 何桓霖 

第三名 海山高中（國中） 黃子瀚 

第四名 忠孝國中 邱存敬 

第五名 中山國中 黃煒璇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福和國中 洪于庭 

第二名 聖心女中（國中） 李亭蓁 

第三名 淡水國中 簡宜珊 

第四名 安溪國中 戴妙憬 

第五名 秀峰高中（國中） 楊丞伶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崇林國中 翟禹瑄 

第二名 南山中學 呂芊穎 

第三名 時雨高中（國中） 陳竫宜 

第四名 樹林高中（國中） 王孟緁 

第五名 中和國中 張翔舒 

高中職組 

第一名 三重高中 李宙耕 

第二名 南山中學（高中） 許珈瑄 

第三名 恆毅高中 林羿廷 

第四名 板橋高中 師欣葳 

第五名 中和高中 傅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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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國小 陳安庭 

第二名 瑞豐國小 賴韋如 

第三名 仁和國小 吳和溱 

第四名 龜山國小 林芃妍 

第五名 茄苳國小 邱子祈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中壢國小 李亮彤 

第二名 中原國小 呂瑀蓁 

第三名 中山國小 黃詠婕 

第四名 南崁國小 陳采禕 

第五名 東興國小 呂宜倫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六和高中國中部 顏伶容 

第二名 永豐高中國中部 藍乙淇 

第三名 振聲高中國中部 余英仕 

第四名 六和高中國中部 游梓榳 

第五名 中壢國中 葉宣麟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東興國中 葉緗庭 

第二名 振聲高中國中部 黃詠笙 

第三名 復旦高中國中部 邱翊媃 

第四名 復旦高中國中部 楊雲淇 

第五名 復旦高中國中部 張家慈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振聲高中國中部 湯少瑄 

第二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劉 凝 

第三名 同德國中 呂佳璇 

第四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張家維 

第五名 新興高中國中部 江昕芸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武陵高中 黃相華 

第二名 內壢高中 簡嘉歆 

第三名 內壢高中 毛靖淯 

第四名 啟英高中 黃俊諺 

第五名 桃園高中 劉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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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育岑 

第二名 北門國小 謝孟蓁 

第三名 龍山國小 吳冠圻 

第四名 曙光國小 姚萱苡 

第五名 六家國小 呂昀融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青溪國小 劉紘銘 

第二名 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郭佳穎 

第三名 康橋國際學校 萬學寧 

第四名 曙光國小 施芸蓁 

第五名 高峰國小 劉學佑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六家高中 周胤翔 

第二名 曙光女中 陳楷淇 

第三名 曙光女中 蔡睿軒 

第四名 育賢國中 夏嫚孺 

第五名 建功高中 簡苡安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培英國中 鄧珉鈺 

第二名 康乃薾中小學 林聿宸 

第三名 培英國中 顏瑪函 

第四名 曙光女中 江文誠 

第五名 培英國中 彭奕葳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成功國中 陳瑄翎 

第二名 光華國中 尤映筑 

第三名 成功國中 王品蓁 

第四名 培英國中 黃毓家 

第五名 光武國中 侯竣詠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義民高中 何郁葶 

第二名 新竹女中 于子涵 

第三名 新竹女中 張瑄安 

第四名 新竹女中 曹若榆 

第五名 國立科園實中 彭士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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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德國小 陳禹彤 

第二名 太平國小 吳旻威 

第三名 葫蘆墩國小 方浚毅 

第四名 弘明實驗高中附小 林勁安 

第五名 四德國小 李婕瀅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竹林國小 王靖瑄 

第二名 中正國小 沈函郁 

第三名 瑞穗國小 謝熙文 

第四名 和平國小 江泉鋆 

第五名 忠孝國小 黃品睿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鹿寮國中 陳書禾 

第二名 曉明女中國中部 陳怡彤 

第三名 衛道中學國中部 劉姿妤 

第四名 鹿寮國中 陳嘉璦 

第五名 大甲國中 黃珮育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沙鹿國中 陳歆閔 

第二名 豐南國中 陳羿均 

第三名 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暐倫 

第四名 龍津高中國中部 楊宇棠 

第五名 雙十國中 黃蓁翊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大墩國中 余依宸 

第二名 福科國中 周雨彤 

第三名 四箴國中 陳凱薇 

第四名 光榮國中 楊子妤 

第五名 東大附中 卓浩平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台中女中 周楷莉 

第二名 衛道中學高中部 陳宛欣 

第三名 文華高中 邱芷怜 

第四名 精誠中學高中部 林慕恩 

第五名 華盛頓中學高中部 周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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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佳國小 梁亦萱 

第二名 蟠桃國小 蔡艾津 

第三名 客庄國小 羅翊瑄 

第四名 山佳國小 連俊澔 

第五名 頭屋國小 張以諾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建國國小 楊硯淇 

第二名 建國國小 林恩慈 

第三名 山佳國小 陳彥瑾 

第四名 后庄國小 黃品淨 

第五名 山佳國小 黃姿云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連侑軒 

第二名 建臺中學國中部 林品臻 

第三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吳昕儒 

第四名 造橋國中 陳芙筠 

第五名 照南國中 黎欣芷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林語柔 

第二名 興華高中國中部 江語涵 

第三名 照南國中 李珮嘉 

第四名 建臺中學國中部 歐爰妧 

第五名 竹南國中 莊主燕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建臺中學國中部 魏子鈞 

第二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林芷伶 

第三名 建臺中學國中部 謝綺倪 

第四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廖以臻 

第五名 君毅中學國中部 陳奕涵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建臺中學高中部 劉仲敏 

第二名 三義高中 紀冠豪 

第三名 苗栗農工 王姿婷 

第四名 建臺中學高中部 賴星辰 

第五名 君毅中學 蕭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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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國小 王貞云 

第二名 弘明實驗高中-小學部 劉容秀 

第三名 敦和國小 洪湘淋 

第四名 弘明實驗高中-小學部 白姍昀 

第五名 光華國小 歐芷菱 

國小高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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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國小 葉秋汝 

第五名 南光國小 林芊融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弘明實驗高中-國中部 阮心玫 

第二名 弘明實驗高中-國中部 邱博仁 

第三名 弘明實驗高中-國中部 李佳恩 

第四名 弘明實驗高中-國中部 吳定叡 

第五名 三光國中 鍾寶儀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草屯國中 盧怡仁 

第二名 曉明女中 吳辰甯 

第三名 延和國中 張庭禎 

第四名 中興國中 蘇禹安 

第五名 中興國中 孫慈蓮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鹿谷國中 黃憶華 

第二名 旭光高中-國中部 李昀橙 

第三名 大成國中 李承遠 

第四名 埔里國中 杜芳儀 

第五名 埔里國中 陳姮儒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南投高中 呂昀熹 

第二名 中興高中 丁筱芸 

第三名 中興高中 張家鳳 

第四名 台中女中 藍翌文 

第五名 南投高中 王冠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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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靖媛 

第二名 立仁國小 王薏瑄 

第三名 僑真國小 李季翰 

第四名 土庫國小 鄭佳興 

第五名 安慶國小 沈奕瑾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安慶國小 汪辰芸 

第二名 虎尾國小 林亞臻 

第三名 安慶國小 林庭亘 

第四名 公誠國小 黃詩芸 

第五名 維多利亞小學 蔡昕璇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正心中學 賴慧珉 

第二名 斗六國中 游喬婷 

第三名 東南國中 鄭伊婷 

第四名 東南國中 詹茗涵 

第五名 東仁國中 蔡佩縈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東仁國中 陳紓緯 

第二名 崇德國中 廖靚惠 

第三名 斗南高中 蕭鎧曦 

第四名 東南國中 蔡旻諼 

第五名 東南國中 潘雨晞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斗六國中 涂沛璇 

第二名 東仁國中 林晏羽 

第三名 崇德國中 陳筠樺 

第四名 揚子中學 陳婉甄 

第五名 崇德國中 丁玟伶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嘉義高中 杞亮昀 

第二名 斗六高中 賴毓嬪 

第三名 揚子中學 陳怡親 

第四名 北港高中 蔡宜若 

第五名 虎尾高中 鐘文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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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坪國小 黃苡晴 

第三名 興嘉國小 黃于倩 

第四名 嘉大附小 許瑜恬 

第五名 世賢國小 章之曦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北園國小 黃郁晴 

第二名 港坪國小 鄭宇希 

第三名 新進國小 蕭詠璦 

第四名 嘉大附小 周湘蓁 

第五名 大同國小 邱冠欣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民生國中 彭若嫺 

第二名 民生國中 張本鈺 

第三名 嘉義國中 張嘉芳 

第四名 嘉華中學 李岷軒 

第五名 大業國中 蘇芷圓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民生國中 黃羿瑄 

第二名 北興國中 蘇玥儒 

第三名 民生國中 張廷慈 

第四名 大業國中 陳諠彤 

第五名 新港國中 林佩蓁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大吉國中 賴如琪 

第二名 北興國中 廖中麒 

第三名 民生國中 林祐安 

第四名 北興國中 葉珮緹 

第五名 北興國中 謝易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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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國言 

第四名 輔仁中學 陳君瑋 

第五名 協同中學 梁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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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載國小 李沐綺 

第二名 茄萣成功國小 王圓媗 

第三名 安慶國小 廖暐喆 

第四名 復興國小 高子淇 

第五名 復興國小 許芳潔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南科實小 林品函 

第二名 協進國小 鄧尚沄 

第三名 億載國小 賴佩岑 

第四名 崑山國小 鄭仲廷 

第五名 勝利國小 陳沛溱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聖功女中 吳禹蓁 

第二名 德光中學 林庭安 

第三名 中山國中 王若宣 

第四名 復興國中 陳詠曦 

第五名 後甲國中 鄭宏洋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瀛海中學 王擁翔 

第二名 昭明國中 孫苡晴 

第三名 歸仁國中 陳品潔 

第四名 黎明中學 侯佳忻 

第五名 建興國中 陳毅晉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後甲國中 沈子晴 

第二名 建興國中 許彤瑜 

第三名 南光中學 王語萱 

第四名 南新國中 黃顗丞 

第五名 金城國中 陳泯璇 

高中職組 

第一名 台南女中 江 寧 

第二名 台南女中 洪采嘉 

第三名 南光中學 吳晉慈 

第四名 台南一中 劉柏辰 

第五名 台南女中 江其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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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館國小 葉芷瑜 

第二名 勝利國小 蔡蓉暄 

第三名 中山國小 陳恩婕 

第四名 信義國小 王鈺涵 

第五名 瑞興國小 劉品妍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鎮昌國小 劉又菁 

第二名 內惟國小 黃千珮 

第三名 勝利國小 陳韋蓁 

第四名 勝利國小 林侑儀 

第五名 瑞興國小 劉興宇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道明中學國中部 陳盈泰 

第二名 鳳甲國中 李宥慶 

第三名 正興國中 洪宥淇 

第四名 小港國中 梁博睿 

第五名 立志中學國中部 邱思筠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文府國中 林偉玲 

第二名 鳳翔國中 賴俊宇 

第三名 青年國中 吳亭葳 

第四名 鳳山國中 陳 昀 

第五名 建興國中 周佑庭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復華中學國中部 林禹佑 

第二名 鳳甲國中 林宇婕 

第三名 七賢國中 王暐喬 

第四名 苓雅國中 繆  秝 

第五名 道明中學國中部 蘇映瑄 

高中職組 

第一名 立志中學高中部 林怡睿 

第二名 三民高中 張芷菱 

第三名 復華中學 陳香吟 

第四名 復華中學 蔡蕙宇 

第五名 文山高中 王貽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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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湖國小 呂 安 

第二名 中正國小 李政軒 

第三名 中正國小 辛高進 

第四名 古寧國小 莊語軒 

第五名 柏村國小 李語昕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 開瑄國小 陳子茉 

第二名 金鼎國小 許益滄 

第三名 金寧中小學國小部 李蓁蓁 

第四名 中正國小 林品辰 

第五名 中正國小 楊甯鈞 

國中七年級組 

第一名 金沙國中 許方嫙 

第二名 金湖國中 陳柏宇 

第三名 烈嶼國中 蘇郁晴 

第四名 金沙國中 楊心恩 

第五名 金寧國中 陳民桓 

國中八年級組 

第一名 金城國中 許維恩 

第二名 金城國中 蔡育勳 

第三名 金城國中 辛佳浩 

第四名 金寧國中 古晏姍 

第五名 金城國中 劉丞洋 

國中九年級組 

第一名 烈嶼國中 蘇郁惠 

第二名 金寧國中 李鑫林 

第三名 金城國中 劉燕螢 

第四名 金寧國中 許華峻 

第五名 金城國中 許蕙麟 

高中職組 

第一名 金門高中 洪維廷 

第二名 金門高中 蔡昀姍 

第三名 金門高中 陳俊燁 

第四名 金門高中 劉品蘭 

第五名 金門高中 何宥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