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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20 第十屆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我們的海洋‧我們的未來」 

縣市賽入選獎獲獎名單 
【國小組】 
學校縣市 學生 指導老師 就讀學校 
臺北市 周佑安 周宛霖 三玉國小 
臺北市 鄧睎喬 張世馨 大直國小 
臺北市 蘇俊與 高薇蓁 文化國小 
臺北市 郭滎蓁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尤俐棋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陳歆媛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蕭羽辰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曾楷庭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劉家彤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陳品彤 戴貝羽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楊宗翰 林美雙 石牌國小 
臺北市 謝昀叡 林宛萱 再興小學 
臺北市 謝昀珊 林宛萱 再興小學 
臺北市 陳佳沂 陳佑朋 吉林國小 
臺北市 許今睿   西松國小 
臺北市 蔡叡 張勝冠 西松國小 
臺北市 賴睿育 張勝冠 西松國小 
臺北市 林芷澂 曾恵琪 復興小學 
臺北市 陸苡嘉 蘇淑滿 明湖國小 
臺北市 蔡凱媃 蔡誼驊 東園國小 
臺北市 柯凱喆 黃士綸 信義國小 
臺北市 蔡恩欣 吳欣穎 南門國小 
臺北市 董廣霖 董廣霖 南湖國小 
臺北市 陳先禹 蔡宜蓁 桃源國小 
臺北市 劉季庭 呂俞樺 健康國小 
臺北市 林昕穎 張建偉 國語實小 
臺北市 宋愷甯 張建偉 國語實小 
臺北市 鄭博元 張建偉 國語實小 
臺北市 許展維 陳思妙 國語實小 
臺北市 王采玲 張建偉 國語實小 
臺北市 李顥云 張建偉 國語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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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陳予薇 潘慧芳 康寧國小 
臺北市 游盈欣 潘慧芳 康寧國小 
臺北市 劉煒瀅 陳易希 復興國小 
臺北市 蔡少宏 張淑榕 敦化國小 
臺北市 徐浩博 李欣燕 湖山國小 
臺北市 馬懷婷 陳敘樺 道明國際學校 
臺北市 李心甯 顏淑芬 內湖國小 
臺北市 曾楷勛 陳御宸 市立大學附小 
臺北市 林芝妤 林詩喬 市立大學附小 
臺北市 林奕成 林宛榆 幸安國小 
臺北市 胡睿恩 張嘉筑 實踐國小 
臺北市 梁歆 黃士綸 台北歐洲學校 
臺北市 翁紫庭 張月姿 興隆國小 
臺北市 廖子嫣 高上雯 薇閣小學 
臺北市 陳苡溱 陳志鴻 薇閣小學 
臺北市 石郁緯 吳孟倩 薇閣小學 
新北市 游雅媛 楊叔芳 安和國小 
新北市 邱詩閔 楊叔芳 安和國小 
新北市 林怡廷 林梅君 中和國小 
新北市 周泓達   中港國小 
新北市 賴慈芸 陳佩堉 白雲國小 
新北市 廖譽棋 屠素婕 安坑國小 
新北市 詹馥蓮 包純青 安溪國小 
新北市 李光擎 蔡宛容 忠山實小 
新北市 謝元纁 吳徽君 板橋國小 
新北市 張芷寧 陳雅敏 金山國小 
新北市 吳采妮 簡巧紋 重慶國小 
新北市 陳宗旻 吳品萱 桃子腳國小 
新北市 李妍凝 吳苔瑋 集美國小 
新北市 林子婷 洪玉鈴 雙城國小 
新北市 丁嘉衍 鍾宜君 新莊國小 
新北市 戴妤宸 倪嘉妤 新莊國小 
新北市 張博硯 吳徽君 溪洲國小 
新北市 廖怡喬 吳徽君 溪洲國小 
新北市 黃逸峰 穆苒芪 德音國小 
新北市 楊茗凱 趙玉真 德音國小 
新北市 吳則緯 林璟雯 頭湖國小 
新北市 蔡舒涵 吳品萱 龍埔國小 
新北市 陳思妤 蘇子涵 鷺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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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黃芷妍 賴秀春 安樂國小 
基隆市 謝欣穎 鄭廣慈 安樂國小 
基隆市 呂紫涵 張曉謹 安樂國小 
基隆市 廖偲涵 彭志偉 安樂國小 
基隆市 邱芷羚 江嘉瑜 德和國小 
基隆市 朱語晴 曾心怡 德和國小 
基隆市 邱子誼 洪嘉惠 德和國小 
桃園市 左秉翰 陳皇憑 八德國小 
桃園市 詹文曦 廖秀梅 大成國小 
桃園市 吳宴宇 吳毓麒 大華國小 
桃園市 黃珈悅 徐欣如 中山國小 
桃園市 葉宇翔 黃致儒 中平國小 
桃園市 謝承叡 沈嫣儀 中原國小 
桃園市 葛守樸 葛士傑 中原國小 
桃園市 林聖雅 林俊傑 中原國小 
桃園市 劉芯 梁華強 中埔國小 
桃園市 詹翔宇 鄭明雯 中壢國小 
桃園市 詹洛雅 鄭明雯 中壢國小 
桃園市 林榆駐 黃致儒 中壢國小 
桃園市 汪芊羽 王菘瑜 文華國小 
桃園市 謝函芸 柯藍婷 南勢國小 
桃園市 陸俞橋   東門國小 
桃園市 洪筱媛 翁珮寧 南門國小 
桃園市 林千禾 黃燕足 南崁國小 
桃園市 林慈瑩 王曉儀 南崁國小 
桃園市 蔡致瑋 張牧慈 南勢國小 
桃園市 張雅筑 潘家榆 美國學校 
桃園市 張沛晴 徐瑞梅 宋屋國小 
桃園市 王堉欣 羅又真 東門國小 
桃園市 陳馨 黃致儒 新明國小 
桃園市 周邑昀 劉美君 新明國小 
桃園市 張妤綺 楊潓璿 新街國小 
桃園市 李渟妮 傅敬淳 瑞埔國小 
桃園市 高翊琦   興國國小 
桃園市 童禹晴 王曉儀 錦興國小 
桃園市 李姿瑩 李彥龍 龍安國小 
桃園市 彭子銘 侯宜汝 龍潭國小 
桃園市 陳品嬡 彭靜苑 龜山國小 
臺中市 許甄芸 邱偉哲 大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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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劉又瑜 邱偉哲 大甲國小 
臺中市 蘇傳益 蘇俊富 大同國小 
臺中市 張菀宜 謝以柔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黃泓輔 黃俊偉 大同國小 
臺中市 李婕羽 黃曉美 大秀國小 
臺中市 陳秉均 黃曉美 大秀國小 
臺中市 陳欣儒 黃曉美 大秀國小 
臺中市 陳巧臻 陳志豪 大里國小 
臺中市 孫子涵 張苑絲 大德國小 
臺中市 卓巧婕 溫婷鈺 中華國小 
臺中市 林子筠 何怡安 仁美國小 
臺中市 林品汝 劉瑋 六寶國小 
臺中市 何粲仁 余佳璇 新光國小 
臺中市 詹庭盈 謝淑珍 文山國小 
臺中市 葉倢汝 邱偉哲 文昌國小 
臺中市 顏邑玹 邱偉哲 日南國小 
臺中市 莊惟淂 張晏甄 北屯國小 
臺中市 劉宜宣 陳素秋 永隆國小 
臺中市 陳玄浩 蔡秀櫻 東勢國小 
臺中市 黃子芯 王貞月 東寶國小 
臺中市 余楉潔 劉純如 建功國小 
臺中市 黃詩晴 劉瑋 建國國小 
臺中市 田佳樺 楊靜文 建國國小 
臺中市 林旻儒 徐瑋欣 省三國小 
臺中市 陳沅松 林貝憶 烏日國小 
臺中市 周沐蓉 李玉雲 益民國小 
臺中市 劉粟妏 李玉雲 益民國小 
臺中市 梁喬涵 李玉雲 益民國小 
臺中市 陳宜謙 李玉雲 益民國小 
臺中市 洪祐麒 邱偉哲 順天國小 
臺中市 郭文庭 邱偉哲 順天國小 
臺中市 張瑞昕 朱晏臨 三和國小 
臺中市 陳祉澄 朱晏臨 三和國小 
臺中市 鄭茗卉 詹秋琴 鎮平國小 
臺中市 吳翊瑄 黃雅伶 圳堵國小 
臺中市 歐陽恩 王詩瑩 國安國小 
臺中市 熊俞媛 王柔婷 潭陽國小 
臺中市 湯雯棋 廖珮如 龍井國小 
臺中市 林冠佑 劉德龍 鎮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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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林冠余 劉德龍 鎮平國小 
臺南市 陳采忻 豆晨韻 蒙特梭利實小 
臺南市 王淑鈺 林雅惠 大光國小 
臺南市 黃詩涵 趙雯怡 大港國小 
臺南市 鄭以諾 趙雯怡 大港國小 
臺南市 蔡喬安 趙雯怡 大港國小 
臺南市 王奕晴 趙雯怡 大港國小 
臺南市 陳裴恩 趙雯怡 大港國小 
臺南市 侯允姍 劉璧菁 文元國小 
臺南市 王佳恩 孫文瑀 文元國小 
臺南市 曲芝沄 李怡慧 日新國小 
臺南市 簡博駿 董育玲 永康國小 
臺南市 李雨昌 李益盛 永康國小 
臺南市 黃宇澈 陳宜鈴 永福國小 
臺南市 唐煒勛 郭書瑜 安平國小 
臺南市 曾槿勻 郭書瑜 安平國小 
臺南市 黃海玲 邱馨慧 西門實小 
臺南市 陳彥宥 陳鴻偉 官田國小 
臺南市 邱瀞誼 陳乃綾 東山國小 
臺南市 林益鉦 江春香 東光國小 
臺南市 李庭榆 曹瀚陽 虎山實小 
臺南市 羅偉禎 吳佩儒 南大附小 
臺南市 温少愷 林盟淦 崇和國小 
臺南市 蔡承吟 楊凈璿 進學國小 
臺南市 江秉軒 張靖紋 進學國小 
臺南市 黃常富 張茹婷 新南國小 
臺南市 洪驀珊 李佩珍 新泰國小 
臺南市 王雅萱 吳佳珊 新進國小 
臺南市 施劭穎 徐敏蘭 龍潭國小 
臺南市 阮瀞 張芷寧 西門實小 
臺南市 陳奕任 楊玉茹 新南國小 
臺南市 孫潔睿 邱馨慧 西門實小 
臺南市 楊語晴 劉冠甫 新市國小 
臺南市 周柏勛 呂玉慧 億載國小 
臺南市 林奕岑 蔡明芳 關廟國小 
臺南市 洪堉妶 洪堉妶 寶仁國小 
臺南市 林其萱 謝廷軒 鹽水國小 
臺南市 陳韋汝 謝廷軒 鹽水國小 
臺南市 林幸慧 謝廷軒 鹽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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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陳映潔 莊榮斌 九曲國小 
高雄市 蔡歆瑩 鐘秀敏 漢民國小 
高雄市 鄭鈺蓁 吳家怡 山頂國小 
高雄市 吳竟銘 康道全 中正國小 
高雄市 黃景羿 李孟純 中庄國小 
高雄市 張簡宥彤 謝進益 中庄國小 
高雄市 謝定穎 莊榮斌 仁美國小 
高雄市 李潔欣 邱莘予 仕隆國小 
高雄市 簡禹昕 邱莘予 仕隆國小 
高雄市 郭宥綺 康道全 民權國小 
高雄市 張凱華 康道全 民權國小 
高雄市 郭庭宇 康道全 民權國小 
高雄市 莊芸安 康道全 民權國小 
高雄市 陳鴻銘 康道全 民權國小 
高雄市 徐辰愷   民權國小 
高雄市 蔡柏緯 吳佩芳 明誠國小 
高雄市 高沛岑 黃蘭勛 明德國小 
高雄市 黃榆蓁   林園國小 
高雄市 梁晏翎 黃思婷 油廠國小 
高雄市 薛郁蓉 蔡長明 阿蓮國小 
高雄市 劉芊伶 楊鳳萍 翁園國小 
高雄市 劉盺韋 洪翊庭 小林國小 
高雄市 黃姝語 洪翊庭 小林國小 
高雄市 王宥鈞 潘慧婷 加昌國小 
高雄市 王璟喆 康道全 復興國小 
高雄市 何振銘   復興國小 
高雄市 蘇品諭 余育婷 新光國小 
高雄市 謝采秀 康道全 瑞豐國小 
高雄市 李怡蓁 顏孟潔 路竹國小 
高雄市 蘇苡菱 顏孟潔 路竹國小 
高雄市 陳宇晴 林月霞 過埤國小 
高雄市 吳承翰 陳心穎 嘉興國小 
高雄市 鄭湘懷 康道全 鳳西國小 
高雄市 陳緣真 陳伯全 鳳西國小 
高雄市 楊彧   蔡文國小 
高雄市 何筑安 盧亭如 燕巢國小 
高雄市 林沛萱 林淑媛 燕巢國小 
高雄市 蔡慈音 蘇瑩真 龍華國小 
高雄市 林品昀 蘇瑩真 龍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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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林品諼 蘇瑩真 龍華國小 
高雄市 陳品希 陳慧格 龍華國小 
新竹縣 彭顗臻 羅若雯 大同國小 
新竹縣 黃姵晴 羅若雯 大坪國小 
新竹縣 王宥婷 謝文惠 光明國小 
新竹縣 劉籽苳 謝文惠 光明國小 
新竹縣 陳品妍 張富淇 竹北國小 
新竹縣 林筠軒 張富淇 竹北國小 
新竹縣 孫郁安 羅若雯 竹東國小 
新竹縣 劉宥旻 彭美棻 東興國小 
新竹縣 陳易暄 張世勳 東興國小 
新竹縣 孫佾萱 陳芷筠 豐田國小 
新竹市 許皓淀 陳芳群 三民國小 
新竹市 周律庭 陳芳群 三民國小 
新竹市 劉品昀 陳信偉 西門國小 
新竹市 林宥溱 陳信偉 西門國小 
新竹市 楊佑澧 邱玉如 東門國小 
新竹市 葉煥翊 廖文翔 香山國小 
新竹市 陳宥亘 廖文翔 香山國小 
新竹市 柳宜霈 錢上云 竹蓮國小 
新竹市 鄭閎碩 陳信偉 載熙國小 
新竹市 劉沁和 哈心耕 龍山國小 
新竹市 許博程 沈惠如 龍山國小 
苗栗縣 林芯葶 張惠慈 文苑國小 
苗栗縣 葉庭甄 徐佩君 造橋國小 
苗栗縣 陳泓宇 范振達 新埔國小 
苗栗縣 陳佑瑋 范振達 新埔國小 
苗栗縣 鄭淯鎂 范振達 新埔國小 
苗栗縣 陳子文 張瑜敏 新興國小 
苗栗縣 徐聖恩 張瑜敏 新興國小 
苗栗縣 黃芷芹 張瑜敏 新興國小 
彰化縣 鄭炘盈 張苑絲 大竹國小 
彰化縣 陳育如 林奇穎 大榮國小 
彰化縣 陳巧函 楊淑凌 大榮國小 
彰化縣 鄭子翊 鄭宗誠 中山國小 
彰化縣 楊睿銓 鄭宗誠 中山國小 
彰化縣 許皓熏 鄭宗誠 中山國小 
彰化縣 李岳勳 許凌仙 民生國小 
彰化縣 李奕葶 王秋菊 好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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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李祐綺 張苑絲 快官國小 
彰化縣 張瑞峰 張苑絲 快官國小 
彰化縣 張佳涵 蘇鈴涵 育德國小 
彰化縣 林羿霈 楊雅婷 和美國小 
彰化縣 李昀庭 蘇育萱 東芳國小 
彰化縣 方若卿 黃莉茵 南郭國小 
彰化縣 楊舒喬 陳珮珊 南郭國小 
彰化縣 蔡昀秦 王秋菊 湖北國小 
彰化縣 陳怡瑄 王秋菊 湖北國小 
彰化縣 李家儀 王秋菊 湖東國小 
彰化縣 游雅薰 劉明珠 福德國小 
彰化縣 陳宥恆 江筱元 舊社國小 
彰化縣 柳翰恆 陳妙琴 饒明國小 
南投縣 石祐瑄 鐘巧倫 炎峰國小 
南投縣 洪筱捷 賴靜怡 埔里國小 
南投縣 羅苡萱 賴靜怡 埔里國小 
南投縣 余柔瑩 潘瑞華 桃源國小 
南投縣 曾佳慧 潘瑞華 桃源國小 
南投縣 蔡承攸 潘英郁 魚池國小 
南投縣 杜耀斌 潘英郁 魚池國小 
南投縣 呂珊璟 劉懿慧 瑞田國小 
南投縣 洪得睿 鐘巧倫 僑光國小 
雲林縣 姚彥羽 廖芳儀 元長國小 
雲林縣 翁婕于 胡維軒 公誠國小 
雲林縣 林亭蓁 張雅麗 斗南國小 
雲林縣 黃稟翔 林慧琴 古坑國小 
雲林縣 曾子辰 林穎欣 台興國小 
雲林縣 蘇玟羽 李明鳳 福智國小 
雲林縣 黃品諺 李明鳳 福智國小 
嘉義縣 李心彤 吳佳宜 祥和國小 
嘉義縣 顏子恩 陳怡良 福樂國小 
嘉義市 李辰宇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朱群宇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施丞逸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伍聖婕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周則秀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施貞妤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林玟妍 陳威廷 大同國小 
嘉義市 陳妙菁 陳威廷 大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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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吳承祐 莊佩翠 民族國小 
嘉義市 高子芸 蔡珮真 崇文國小 
嘉義市 莊澤笙 莊佩翠 嘉大附小 
屏東縣 王祥叡 許雄飛 大同國小 
屏東縣 周定諺 張俽瑀 中正國小 
屏東縣 簡瑜萱 陳淑芬 仁愛國小 
屏東縣 蔡旻祐 陳淑芬 仁愛國小 
屏東縣 徐珮瑀 蔡育樺 以栗國小 
屏東縣 黃伃萁 王光平 瓦磘國小 
屏東縣 柯宜汝 王淑貞 瓦磘國小 
屏東縣 簡雋祐 王怡文 瓦磘國小 
屏東縣 施姵綺 王止專 光華國小 
屏東縣 林瑋謙 鍾秋斌 豐田國小 
屏東縣 林彥安 鍾秋斌 豐田國小 
屏東縣 陳寶祺 宋秋霞 恆春國小 
屏東縣 董欣沛 郭昶瑋 恆春國小 
屏東縣 許宸瑜 郭邦式 崇蘭國小 
屏東縣 陳緒芊 涂惠宣 崇蘭國小 
屏東縣 朱秉妍 張家箖 萬丹國小 
屏東縣 李曉蓉 張家箖 萬丹國小 
屏東縣 卓妍竹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黃品勳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徐士傑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李芸甄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郭馥瑤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包芮安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莊家睿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馮詠樺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安綜諺 郭暄薇 潮和國小 
屏東縣 林恩允 蔡育樺 鹽洲國小 
宜蘭縣 莊沛恩 陳思穎 大同國小 
宜蘭縣 廖勇傑 曾繁琦 公館國小 
宜蘭縣 游宸睿 曾繁琦 公館國小 
宜蘭縣 廖埁囷 劉培瑄 公館國小 
宜蘭縣 簡廷穎 劉培瑄 公館國小 
宜蘭縣 張綺慧 殷昭靜 古亭國小 
宜蘭縣 鄭宇涵 殷昭靜 古亭國小 
宜蘭縣 曾子榮 殷昭靜 古亭國小 
宜蘭縣 林嘉俞 殷昭靜 古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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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黃煒凱 殷昭靜 古亭國小 
宜蘭縣 江偉丞 魏庭筠 四結國小 
宜蘭縣 游升愷 魏庭筠 四結國小 
宜蘭縣 林椘羚 林萌茹 清溝國小 
宜蘭縣 吳昕祐 吳長哲 黎明國小 
花蓮縣 伊姳微 周慧芬 中正國小 
花蓮縣 李奕萱 周慧芬 中正國小 
花蓮縣 彭美寰 周慧芬 中正國小 
花蓮縣 古惠玲 錢宜芳 古風國小 
花蓮縣 李芸安 簡筱萍 吉安國小 
花蓮縣 谷燦晨 簡筱萍 吉安國小 
花蓮縣 莊宜馨 陳柏翰 西林國小 
花蓮縣 徐詠恩 石慧慈 鳳仁國小 
花蓮縣 曹蕙慈 石慧慈 鳳仁國小 
花蓮縣 楊鈞皓 石慧慈 鳳仁國小 
花蓮縣 賴書格 石慧慈 鳳仁國小 
花蓮縣 林婉茹 王力之 港口國小 
花蓮縣 詹艾潼 詹惟喬   
花蓮縣 李明靜 朱紹華 慈大附小 
花蓮縣 堵惟芯 朱紹華 慈大附小 
花蓮縣 吳心恬 余品宏 慈大附小 
花蓮縣 袁若晴 余品宏 慈大附小 
花蓮縣 陳旭原 連雅蘭 萬寧國小 
花蓮縣 趙沛文 連雅蘭 萬寧國小 
花蓮縣 陳晶晶 陳晶晶 銅門國小 
花蓮縣 許珮慈 林育嫈 鑄強國小 
花蓮縣 楊凱翔 林育嫈 鑄強國小 
臺東縣 張淨涵 邱姿蓉 泰源國小 
臺東縣 李宸妘 邱姿蓉 泰源國小 
臺東縣 李新偉 邱姿蓉 泰源國小 
臺東縣 賴豊漩 陳虹月 富山國小 
臺東縣 蕭詠謙 陳怡蒨 新生國小 
臺東縣 豐湙 張美倫 豐榮國小 
臺東縣 邱義豪 林哲儀 霧鹿國小 
澎湖縣 王沂蘋 杜雅鵑 中正國小 
澎湖縣 陳亭云 杜雅鵑 中正國小 
澎湖縣 許予嫣 杜雅鵑 中正國小 
澎湖縣 陳麗靜 范光男 虎井國小 
金門縣 陳語彤 余宛錡 多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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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陳詩婷 余宛錡 多年國小 
金門縣 陳沛嫻 余宛錡 多年國小 
金門縣 陳語杉 余宛錡 多年國小 
金門縣 張珈瑀 唐瑀 中正國小 
金門縣 呂靚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趙紫妤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李瑾庭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陳雪恩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呂佳琪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呂安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王子維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邱宇睿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黃浩宸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鄭厚祥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李雅茹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陳蘋妤 楊玉蘭 金湖國小 
金門縣 陳秀麗 楊玉蘭 金湖國小 

 
【國中組】 

學校縣市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就讀學校 
臺北市 嚴悅筎 呂育娟 中崙國中 
臺北市 鄭依沛 呂育娟 中崙國中 
臺北市 林均叡 郭俐吟 介壽國中 
臺北市 林祐慶 鄭存統 介壽國中 
臺北市 張澈 劉芮彤 介壽國中 
臺北市 鄭苡蒔 陳建至 木柵國中 
臺北市 黃若欣 陳建至 木柵國中 
臺北市 楊予瑄 吳大維 北投國中 
臺北市 周政宇 王建智 古亭國中 
臺北市 賴品彤 吳欣穎 古亭國中 
臺北市 梁懿 黃士綸 台北美國學校 
臺北市 許璦甯 黃詅儷 弘道國中 
臺北市 林品銓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王孟文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李姵妮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林楨燕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黃雅敏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戴歆淨 林惠敏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郭郭羽芯 郭郭承軒 明德國中 



P.12 
P 

臺北市 潘貞臻 陳妤蓁 明德國中 
臺北市 林致輝   芳和國中 
臺北市 李珈瑀 羅盈嘉 信義國中 
臺北市 李函霏 倪嘉妤 南門國中 
臺北市 董莉柔 董人瑜 師大附中國中部 
臺北市 成宥樺 倪嘉妤 萬芳國中 
臺北市 徐子涵 江添富 誠正國中 
臺北市 劉姝渝 季鳳英 臺北市立東湖國中 
臺北市 吳晏靚 季鳳英 臺北市立東湖國中 
臺北市 黃毓佳 張曉芬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臺北市 許芷婕 沈憶珊 螢橋國中 
臺北市 謝妮霓 許小媚 關渡國中 
新北市 陳威折 陳御宸 三民國中 
新北市 華翊涵 王筑筠 三芝國中 
新北市 華子瑩 王筑筠 三芝國中 
新北市 王竣廷 陳御宸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林冠豪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林昶今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林愷皓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黃浩洋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陳芊諭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陳思菱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鍾昕舫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黃靖雅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鄭資穎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李旻芯 黃郁筑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蔡承勳 李夏綺 中平國中 
新北市 施佳妤 王建智 中和國中 
新北市 葉謙 王建智 中和國中 
新北市 翁于棠 王建智 永和國中 
新北市 蔡逸誠 張婉妮 永和國中 
新北市 戴妙憬 江淑萍 安溪國中 
新北市 吳泓錡 吳泓錡 江翠國中 
新北市 何政翰 倪嘉妤 竹林國中 
新北市 莊涵淇 賴韻竹 林口國中 
新北市 吳曼瑄 賴韻竹 林口國中 
新北市 陳玟伶 賴韻竹 林口國中 
新北市 林宗翰 張毓薇 恆毅中學 
新北市 陳韋潔 陳韋潔 恆毅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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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蔡喬安 陳美蓮 崇光女中 
新北市 李昕璇 吳品萱 康橋國際學校 
新北市 張晴媺 賴怡妃 光復高中 
新北市 郭又甄 陳信全 金山國中 
新北市 蕭以楨 李夏綺 新埔國中 
新北市 邱俊魁 李坤興 溪崑國中 
新北市 紀沅廷 黃詅儷 溪崑國中 
新北市 鄭永諭 張瓊尹 福和國中 
新北市 顧哲安 王建智 福和國中 
新北市 彭羽彤 彭志誠 福和國中 
新北市 洪心瑜 李麗娟 福和國中 
新北市 邱予熙 陸天馨 福和國中 
新北市 陳佾晴 陸天馨 福和國中 
新北市 蘇芯卉 陸天馨 福和國中 
新北市 曾馨頨 蘇莞嫻 福營國中 
新北市 陳思羽 邱蕙萱 雙溪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林意婷 邱蕙萱 雙溪高中國中部 
基隆市 胡蓉蕙 黃宗源 南榮國中 
基隆市 孫妤安 黃宗源 南榮國中 
基隆市 羅安之 李佩珊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基隆市 林宥嫺 張晸堯 銘傳國中 
基隆市 張今馨 張晸堯 銘傳國中 
基隆市 方佑宜 張晸堯 銘傳國中 
桃園市 王子熙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張以誠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詹承恩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方祈歆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朱瑤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李淯靜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陳雨姍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楊芯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蔡欣倩 李炎鴻 八德國中 
桃園市 曾珮慈 陳皇憑 八德國中 
桃園市 呂芮榛   中興國中 
桃園市 呂姸蓁 邱怡萍 中興國中 
桃園市 蕭劭恩 蕭劭恩 中壢國中 
桃園市 杜苡晴 黃筱雯 幸福國中 
桃園市 李雨紓 陳素景 東安國中 
桃園市 張詠晴 張詠晴 東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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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藍正泯 呂玫瑢 青埔國中 
桃園市 李琦恩 張凱婷 內壢國中 
桃園市 龍樂 魯雅琴 石門國中 
桃園市 胡喬喻 魯雅琴 石門國中 
桃園市 陳禹杉 魯雅琴 石門國中 
桃園市 陳怡璇 魯雅琴 石門國中 
桃園市 陳靖惠 魯雅琴 石門國中 
桃園市 陳仲傑 吳郁佳 新明國中 
桃園市 黃筱媛 鄭湘如 經國國中 
桃園市 吳庭瑄 黃致儒 過嶺國中 
桃園市 韋虹瑄 洪璽曜 龜山國中 
桃園市 陳孝烜 劉吉惠 觀音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譚丞貽 譚釗孟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陳力維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張軒誠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陳宣妤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陳夢軒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蔡安淳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鄭淇云 陳維真 中港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施弈岑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柯幸汝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張育瑞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陳秀霓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莊禹靚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許詠琹 紀勝隆 后里國中 
臺中市 謝雨曈 謝佳森 安和國中 
臺中市 陳思妤 林億惠 至善國中 
臺中市 姜伊恩 林逸翔 清泉國中 
臺中市 蔡沂蓁 蔡狄政 華盛頓中學 
臺中市 童煒竣 張庭鈞 黎明國中 
臺中市 洪詩婷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紀衣軒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紀承恩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黃俞翔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紀孟辰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張廷愷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楊宇棠 廖珮如 龍津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陳泓睿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陳建宏 廖珮如 豐陽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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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黃彥勛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劉以加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吳宣儀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張芯旖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陳依娜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陳語臻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楊詠詞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廖晏翎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劉芸蓁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蔡佳妤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鍾佳育 廖珮如 豐陽國中 
臺中市 鄧聿呈 胡佳雯 豐陽國中 
臺中市 廖宣雅 胡佳雯 豐陽國中 
臺南市 曲涵榆 李怡慧 大成國中 
臺南市 黃韋翰 包瀞軒 民德國中 
臺南市 王柔恩 孫文瑀 民德國中 
臺南市 劉芊慧 郭書瑜 民德國中 
臺南市 陳柏安 郭書瑜 民德國中 
臺南市 謝秉祐 郭書瑜 民德國中 
臺南市 陳昱丞 陳正尉 永康國中 
臺南市 李芊瑢 劉馥萱 永康國中 
臺南市 郭幸蠲 陳采微 佳興國中 
臺南市 黃聖惟 王亭喧 金城國中 
臺南市 林佳葳 王亭喧 金城國中 
臺南市 邱翊庭 王亭喧 金城國中 
臺南市 陳勺鈞 王亭喧 金城國中 
臺南市 許子怡 侯玉玲 金城國中 
臺南市 王姳蓉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林宜芳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許雅筑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陳亮妤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黃鈺媗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蘇姵文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黃品奇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歐明家   南新國中 
臺南市 莊淳茵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陳佑芯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楊芷庭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楊宓真 王建皓 南新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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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蕭翊恩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魏郁臻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王俞証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邱羿翔 王建皓 南新國中 
臺南市 鄭亦廷   南新國中 
臺南市 粘哲瑋 粘哲瑋 建興國中 
臺南市 孔奕寧 郭書瑜 建興國中 
臺南市 羅偉峻 吳佩儒 後甲國中 
臺南市 陳奕伽 張淨涵 昭明國中 
臺南市 鄭冠儀 鄭英姝 復興國中 
臺南市 黃婷妤 吳采育 慈濟高中國中部 
臺南市 溫季縈 蘇郁珺 楠西國中 
臺南市 方翊庭 楊仟葉 忠孝國中 
臺南市 翁美貴 張語汝 鹽水國中 
臺南市 陳芷婕 張語汝 鹽水國中 
高雄市 葉宜蓁 黃思婷 三民國中 
高雄市 邢雅淳 史涵妤 大義國中 
高雄市 洪章銘 黃雅莉 小港國中 
高雄市 張維中 張庭瑋 中山大學附中 
高雄市 顏唸慈   五甲國中 
高雄市 陳姵妤   五福國中 
高雄市 曾冠穎 曾惠珍 右昌國中 
高雄市 沈珮芯 蔡依臻 正興國中 
高雄市 黃琦涵 康道全 光華國中 
高雄市 王亭悅 龔芳巧 前金國中 
高雄市 劉佳俞 龔芳巧 前金國中 
高雄市 方一姍 張瑋恬 英明國中 
高雄市 陳亮均 張瑋恬 英明國中 
高雄市 李畯雄 康道全 師大附中 
高雄市 曾彥綸 鄭雅蓮 光華國中 
高雄市 李浩廷 黃靜敏 道明中學 
高雄市 汪新祐 汪惠寧 普門中學 
高雄市 蔡欣恩 宋秋霞 陽明國中 
高雄市 王王馗 陳俊廷 楠梓國中 
高雄市 蘇弈庭 曾文暉 獅甲國中 
高雄市 毛姿婷 陳佩靖 獅甲國中 
高雄市 范迦樂 賴志銘 獅甲國中 
高雄市 芮維婕 賴志銘 獅甲國中 
高雄市 葉諭汶 李佳玲 獅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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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楊詠翔 康道全 獅甲國中 
高雄市 林民浩 張詠柔 嘉興國中 
高雄市 吳畇蓁 康道全 壽山國中 
高雄市 劉昕璇 劉昕璇 鳳山國中 
高雄市 張亦廷 陳馨茹 鳳山國中 
高雄市 陳立祐 吳佳恩 鳳山國中 
高雄市 呂侑珊 康道全 鳳甲國中 
高雄市 高聖昀 李宜珊 鳳甲國中 
高雄市 陳愉妍 李宜珊 鳳甲國中 
高雄市 林云晨 林坤賞 鳳林國中 
新竹縣 陳靖杰 張玉珍 二重國中 
新竹縣 黃郁真 曾荧荧 尖石國中 
新竹縣 方昱晴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李晨翎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趙子晴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吳沛涵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朱立心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江羽平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蔡承佑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蘇郁宸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陳則霖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余芷萱 梁惠晴 成功國中 
新竹縣 許儷馨 張珺 成功國中 
新竹縣 王若綾 張珺 成功國中 
新竹縣 呂玟璇 張珺 成功國中 
新竹縣 黃星閔 張珺 成功國中 
新竹縣 尹晴 張珺 成功國中 
新竹縣 陳湘穎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莊閔媛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林晏孜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陳妤萱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呂芷伶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謝昀宸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董妍萱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林菁慈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胡蓁云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陳昱宏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周妍希 楊雅婷 竹北國中 
新竹縣 劉亞妮 李美芳 竹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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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江聞禹 李美芳 竹東國中 
新竹縣 楊珈寧 李美芳 竹東國中 
新竹縣 溫子育 李美芳 竹東國中 
新竹縣 邱妤涵 李美芳 竹東國中 
新竹縣 吳沛穎 李美芳 竹東國中 
新竹縣 林宥妤 林岳鋒 東興國中 
新竹縣 蔣瑋柏 李惠容 華山國中 
新竹縣 李羽稚 古一君 中正國中 
新竹市 林育嫺 陳孟良 內湖國中 
新竹市 陳宥銨   育賢國中 
新竹市 林采穎 邱玉如 培英國中 
新竹市 曾千玲 劉綺倫 福和國中 
苗栗縣 黃薳萱 黃薳萱 大倫國中 
苗栗縣 駱芊妤 KhotaYusuf 竹南國中 
苗栗縣 蔣東龍 鄭宛瑄 致民國中 
苗栗縣 陳芝穎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葉恩圻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劉品妍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江宜蓁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嚴芷婕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陳睿騫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陳幸佳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陳紫幼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劉其祐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李珮羽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傅妍愛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鄭宇岑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黃巧稀 葉沛晴 苑裡國中 
苗栗縣 許為勳 陳姿宇 苑裡國中 
苗栗縣 詹惠敏 周秀蓮 公館國中 
苗栗縣 張素兒 周秀蓮 公館國中 
苗栗縣 楊婷雅 鄭宛瑄 致民國中 
苗栗縣 李禹成 鄭宛瑄 致民國中 
苗栗縣 張雅舒 鄭宛瑄 致民國中 
苗栗縣 柯沛妍 黃淑芬 苑裡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吳念儒 黃淑芬 苑裡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呂依容 黃淑芬 苑裡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張琬渝 黃淑芬 苑裡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黃宥鈞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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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朱敏禎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賴彥岑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王予呈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溫柏濰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葉耘勝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劉主全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黃亭瑋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張容瑄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呂季軒 邱聖仁 興華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 羅妤婷 陳妙琴 大同國中 
彰化縣 顧家甄 陳妙琴 大同國中 
彰化縣 邱薰瑾 陳妙琴 文興中學 
彰化縣 林采妮 蔡依秦 永靖國中 
彰化縣 楊琇伃 蕭彣伃 田中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 張欣雅 韓瑜瑛 秀水國中 
彰化縣 王宗洧 陳妙琴 明倫國中 
彰化縣 陳芊驊 陳妙琴 明倫國中 
彰化縣 楊琇伃 鄭宗誠 花壇國中 
彰化縣 林承逸 王秋菊 埔鹽國中 
彰化縣 王博煜 劉德龍 鹿港國中 
彰化縣 林育安 鄭宗誠 陽明國中 
彰化縣 林以歆 劉彥 陽明國中 
彰化縣 連淯琪 鄭香蘭 陽明國中 
彰化縣 包詠晴 王秋菊 溪湖國中 
彰化縣 楊欣穎 許芳甄 溪湖國中 
彰化縣 潘秋泙 王思涵 溪陽國中 
彰化縣 張菱祐 劉佳玲 花壇國中 
彰化縣 鄭羽晶 李哲荃 埤頭國中 
彰化縣 林家妤 鄭宗誠 彰泰國中 
彰化縣 李芝俞 劉德龍 彰泰國中 
彰化縣 陳品儒 陳清宗 彰德國中 
彰化縣 許勝慧 鄭宗誠 彰興國中 
彰化縣 張芷綸 張秀娟 彰興國中 
南投縣 吳佳蓉 吳宏濱 南投國中 
南投縣 賴宥廷 賴宥廷 南投國中 
南投縣 林天樂 游筱妮 埔里國中 
南投縣 黃子恩 游筱妮 埔里國中 
南投縣 傅羽嫺 游筱妮 埔里國中 
南投縣 曾郁庭 游筱妮 埔里國中 



P.20 
P 

南投縣 金佳靜 蔡鈺評 埔里國中 
南投縣 余少允 游筱妮 埔里國中 
南投縣 林芯宇 林芯宇   
雲林縣 林少棻 王致捷 斗六國中 
雲林縣 陳沛岑 林麗卿 東南國中 
雲林縣 林裔倢 林裔倢 虎尾國中 
雲林縣 李安 蔡佳臻 崙背國中 
雲林縣 顏紹綸 蔡佳臻 崙背國中 
雲林縣 李安庭 蔡佳臻 崙背國中 
雲林縣 李佩蓁 蔡佳臻 崙背國中 
雲林縣 黃冠文 邱萱芹 淵明國中 
雲林縣 林志傑 邱萱芹 淵明國中 
雲林縣 豐瑞琦 林芃序 莿桐國中 
雲林縣 程正睿 林芃序 莿桐國中 
嘉義縣 吳安芸 蔡孟娟 大吉國中 
嘉義縣 楊婷媗 蔡孟娟 大吉國中 
嘉義縣 黃榆碩 蔡孟娟 大吉國中 
嘉義縣 林志玲 蔡孟娟 大吉國中 
嘉義縣 梁丞甫 蔡孟娟 大吉國中 
嘉義縣 黃明柔 鄭玄敏 朴子國中 
嘉義縣 黃苡婷 黃郁雯 民雄國中 
嘉義縣 賴虹汎 黃郁雯 民雄國中 
嘉義縣 林郁婷 黃郁雯 民雄國中 
嘉義市 陳鈺涵 吳至曜 興華高中國中部 
屏東縣 徐楷閎 徐楷閎 大同國中 
屏東縣 李李昕璇 李李昕璇 中正國中 
屏東縣 林心蕙 吳旻芳 南榮國中 
屏東縣 劉鈺祥 吳旻芳 南榮國中 
屏東縣 陳歆璇 吳旻芳 南榮國中 
屏東縣 王姿涵 吳旻芳 南榮國中 
屏東縣 方堡弘 吳旻芳 南榮國中 
屏東縣 鍾佳嬡 宋秋霞 恆春國中 
屏東縣 張妤珊 宋秋霞 恆春國中 
屏東縣 邱芷芸 宋秋霞 恆春國中 
屏東縣 沈子馨 宋秋霞 恆春國中 
屏東縣 康晶晶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陳昱汝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許榛庭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蔡采軒 簡伶蕙 新園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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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蔡佾容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張乃文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彭玉涵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余建廷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吳佾桓 簡伶蕙 新園國中 
屏東縣 陳怡蓁 黃鈺嵋 新園國中 
屏東縣 許欣俞 黃鈺嵋 新園國中 
屏東縣 黃啟益 黃鈺嵋 新園國中 
屏東縣 林宥均 黃鈺嵋 新園國中 
屏東縣 黃思俞 黃鈺嵋 新園國中 
宜蘭縣 黃暐鈞   中華國中 
宜蘭縣 林鼎鈞 江佩蓉 中華國中 
宜蘭縣 施真汶 江佩蓉 宜蘭國中 
宜蘭縣 林彧姮 賴美惠 內城國中 
宜蘭縣 陳芋蓁 陳芋蓁 東光國中 
宜蘭縣 傅子宸 傅子宸 東光國中 
宜蘭縣 方佑心 陳育玲 東光國中 
宜蘭縣 陳恩侑 陳淑敏 東光國中 
宜蘭縣 葉芸紜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林子歆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蔡呈璟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林嘉亮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陳妘慈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陳思妤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林芮穎 林妙俞 國華國中 
宜蘭縣 蘇小瞳 江佩蓉 凱旋國中 
宜蘭縣 詹小螢 江佩蓉 凱旋國中 
宜蘭縣 陳小蓁 江佩蓉 凱旋國中 
宜蘭縣 陳柏寧 蔡名捷 羅東國中 
花蓮縣 李婉琳 張佳琪 吉安國中 
花蓮縣 李佳蓉 呂郁芬 東里國中 
花蓮縣 林杉綺 林春松 花崗國中 
花蓮縣 金佩蓁 徐存澔 秀林國中 
花蓮縣 林昕儒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蔡牧蓉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陳玟廷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王依諾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林昕穎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張巧琳 林家瑜 國風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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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陳仕均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李奇叡 林家瑜 國風國中 
花蓮縣 謝承峻 謝忻汝 國風國中 
花蓮縣 陳乙伶 呂郁芬 富北國中 
花蓮縣 元怡婷 吳登漢 慈大附中 
花蓮縣 蔡育玲 吳登漢 慈大附中 
花蓮縣 張家騰 吳登漢 慈大附中 
花蓮縣 劉凱芸 吳登漢 慈大附中 
花蓮縣 陳羽晰 趙珮瑩 鳳林國中 
花蓮縣 陳子揚 趙珮瑩 鳳林國中 
臺東縣 黃子潼 HsuPeiling 均一國際實驗中學 
臺東縣 陳艷霖 楊淑惠 大王國中 
臺東縣 許郁嫻 張伶宇 寶桑國中 
澎湖縣 陳苡熏 董美慧 馬公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