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彈翻床各組出場序 

A1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幼稚園女子組 新竹市奇樂多體能館 楊芯侑 

2 幼稚園女子組 如虎添翼 方智宜 

3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 朱薇心 

4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郭宥竹 

5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謝雨彤 

6 幼稚園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陳妍伶 

7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 黃郁宸 

8 幼稚園女子組 如虎添翼 杜舒斐 

9 幼稚園女子組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附幼兒園 周 悅 

10 幼稚園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洪以薰 

11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林彥彤 

12 幼稚園女子組 如虎添翼 張 之 

13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許睿珊 

14 幼稚園女子組 松山六巨頭 徐 溦 

15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 許芸榛 

A2 

1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 黃凱歆 

2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翁愷妡 

3 一般小一女子組 松山六巨頭 陳莛薇 

4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北市大橋國民小學 蘇子瑜 

5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黃姵榛 

6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紅毛港國民小學 陳品元 

7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楊喬如 

8 一般小一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林泳蓁 

9 一般小一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李品妍 

10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陳薇中 

11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曹睫晞 

12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 黃淑晴 

13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翁愷㚬 

14 一般小一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鄧奕涵 

15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盧奕綸 

16 公開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陳瀅媗 

A3 

1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周若馨 

2 一般小二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羅偉瑄 

3 一般小二女子組 如虎添翼 梁馨予 



4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何欣穎 

5 一般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紀品汝 

6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台北市體操協會) 鍾季庭 

7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 石翊儒 

8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薛宜宸 

9 一般小二女子組 如虎添翼 何 芸 

10 一般小二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丁思雅 

11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中正國民小學 羅方岑 

12 一般小二女子組 如虎添翼 蘇海雲 

13 一般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鄭又云 

14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立日新國民小學 張又文 

15 一般小二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張寧夏 

16 一般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邱法瑗 

17 一般小二女子組 如虎添翼 黃湘頤 

18 一般小二女子組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 曾妍婷 

19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中正國民小學 林羿岑 

A4 

1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北市立幸安國民小學 鄭思齊 

2 一般小三男子組 桃園市新埔國民小學 洪啟鈞 

3 一般小三男子組 童力體操 羅定康 

4 一般小三男子組 如虎添翼 方品傑 

5 一般小三男子組 童力體操 黃琛丰 

6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東縣大鳥國民小學 林建民 

7 一般小四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蔡于禎 

8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紅毛港國民小學 陳品卉 

9 一般小四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高祺媛 

10 一般小四女子組 松山六巨頭 徐 浿 

11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紅毛港國民小學 邱奕綾 

12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莊芳喬 

13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謝欣榆 

14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許俐槿 

15 一般小四女子組 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 李恩羽 

16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鄭佳宜 

17 一般小四女子組 如虎添翼 簡暟均 

18 一般小四女子組 愛兒蹦彈跳床 陳湘慈 

19 一般小四女子組 童力體操 吳睿庭 

A5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北市雨農國民小學 莊詠鈞 

2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簡礽旭 



3 一般小四男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柯冠宇 

4 一般小四男子組 新北市文德國民小學 陳紘穎 

5 一般小四男子組 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 曾柏元 

6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郭子誠 

7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洪睿旻 

8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東縣賓茂國民小學 王承馫 

9 一般小四男子組 如虎添翼 何 凡 

10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蘭宇駻 

11 一般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三玉國民小學 廖亮輔 

12 一般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李孟謙 

13 一般小五男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張少謙 

14 一般小五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許庭彰 

15 一般小五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劉耀杰 

16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文德國民小學 陳宥宇 

17 公開小四男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杜瑜睿 

18 公開小四男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吳侑宸 

19 公開小四男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林秉鈞 

A6 

1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曹芷嫣 

2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周語璇 

3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雨農國民小學 莊詠婷 

4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許鄉怡 

5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程千瑜 

6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李思因 

7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李宇翔 

8 一般小五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戴怡然 

9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鐘鈞琳 

10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小學 林季錞 

11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張咨茜 

12 一般小五女子組 如虎添翼 鄧家妤 

13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吳宜庭 

14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許家寧 

15 一般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陳忻沛 

16 一般小六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林苡諾 

17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陳岱暄 

18 一般小六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蔡 儀 

19 一般小六女子組 臺北市立長春國民小學 蘇筠雅 

20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徐翊庭 

21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楊怡芳 

22 一般小六女子組 新竹市私立康橋雙語國民中小學 李佾寧 



23 一般小六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許彥翎 

A7 

1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鄭家昀 

2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北市師大附中(國中部) 鄭安齊 

3 一般國一女子組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 張宜珮 

4 一般國一男子組 臺東縣賓茂國民中學 高建凱 

5 一般國一男子組 臺北市弘道國民中學 張可顥 

6 一般國一男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中學 許家維 

7 一般國二男子組 愛兒蹦彈跳床 賴珈亦 

8 一般國二男子組 臺東縣賓茂國民中學 江品諭 

9 一般國二男子組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 鍾秉臻 

10 一般國二男子組 愛兒蹦彈跳床 陳湧元 

11 一般國三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張杏芊 

12 一般國三女子組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張之熒 

13 一般國三女子組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鄭家詠 

A8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大專女子組 國立政治大學 姚舒敏 

2 一般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敏之 

3 一般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孫婕寧 

4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 呂亞璇 

5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張書瑄 

6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黃盈蓁 

7 一般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曉艾 

8 一般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蘇映竹 

9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游俞倖 

10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榮威策 

11 一般大專男子組 Skywalker 岳書楷 

12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歐顯才 

13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曾沛恩 

14 一般大專男子組 童力體操 張淳徽 

15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賴 羽 

16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書瑒 

17 一般大專男子組 童力體操 周鵬豪 

18 一般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思寰 

B1 

1 幼稚園男子組 臺北市體操協會-快樂猴家族 鍾沅翃 

2 幼稚園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趙庭寬 

3 幼稚園男子組 如虎添翼 張育睿 

4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 廖虎徹 



5 幼稚園男子組 臺北市體操協會-快樂猴家族 李星樂 

6 幼稚園男子組 桃園市新街國民小學 方柏權 

7 幼稚園男子組 如虎添翼 簡暟辰 

8 幼稚園男子組 松山六巨頭 杜承晅 

9 幼稚園男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陳奕丞 

10 幼稚園男子組 臺東縣大溪國民小學(幼稚園) 劉冠廷 

11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 洪凱維 

12 幼稚園男子組 松山六巨頭 林楷翔 

13 幼稚園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賴品宏 

14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 汪靖威 

15 幼稚園男子組 臺東縣大溪國民小學 田希倫 

16 幼稚園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林祐甫 

17 幼稚園男子組 如虎添翼 林哈維 

18 幼稚園男子組 臺北市體操委員會-快樂猴家族 邱承瀚 

19 幼稚園男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李柏翰 

B2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小一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謝承霖 

2 一般小一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郭宥和 

3 一般小一男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陳闙淞 

4 一般小一男子組 高雄市龍華國民小學 陳善緯 

5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簡如珮 

6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康宜恩 

7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楊雨樂 

8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劉嘉莉 

9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溫宇妃 

10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 潘奐妤 

11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李佳蔚 

12 公開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許嘉芸 

13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溫可芮 

B3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小二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陳定揚 

2 一般小二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麥順然 

3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李承軒 

4 一般小二男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李子睿 

5 一般小二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黃一泓 

6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敦化國民小學(台北市體操協會) 吳威霆 

7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 周詩灝 

8 一般小二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蘇正熙 



9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 鄭宜人 

10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敦化國民小學(如虎添翼) 鍾宇宸 

11 一般小二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趙庭諒 

12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大屯國民小學 程仲寬 

13 公開小二男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張宇喆 

14 公開小二男子組 YOSHI遊戲體操 黃泓瑋 

15 公開小三女子組 新竹縣松林國民小學 杜 莎 

16 公開小三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蔡詩涵 

17 公開小三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徐英甄 

18 公開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黃宥蓁 

19 公開小三男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宋子華 

B4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龍華國民小學 陳方家 

2 一般小三女子組 如虎添翼 冷宜恩 

3 一般小三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張元嘉 

4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謝綵宸 

5 一般小三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鄧奕萱 

6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黃瑜真 

7 一般小三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陳乃嘉 

8 一般小三女子組 如虎添翼 劉紀廷 

9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詹馥禎 

10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何翎瑄 

11 一般小三女子組 童力體操 黃綺尹 

12 一般小三女子組 童力體操 羅妍翎 

13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阮瑋瀚 

14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唐映萱 

15 一般小三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賴乙萱 

16 一般小三女子組 松山六巨頭 闕帝妮 

17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 鄭家佳 

B5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公開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楊宜潔 

2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陳博軒 

3 公開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謝宜恩 

4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林昕潼 

5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杜家媛 

6 公開小四女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楊可玄 

7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王儷璉 

8 公開小五女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林川岫 



9 公開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謝綺晏 

10 公開小五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邱昕芯 

11 公開小五女子組 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歐禹岑 

12 公開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李宥伶 

13 公開小五女子組 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周宥澄 

14 公開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謝沛庭 

15 公開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王琮聖 

16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民小學 丁俊安 

17 公開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許忻宇 

18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陳宥宣 

19 公開小五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金東炫 

B6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一般小六男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林均穎 

2 一般小六男子組 如虎添翼 劉紀均 

3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葉家瑋 

4 一般小六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民小學 陳柏安 

5 一般小六男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洪宬益 

6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立建安國民小學 張傑驊 

7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 陳冠宇 

8 公開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李佳穎 

9 公開小六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小師大 劉友馨 

10 公開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陳思妤 

11 公開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簡怡靜 

12 公開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民小學 劉宜安 

13 公開小六女子組 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黃亭捷 

14 公開小六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胡家俊 

15 公開小六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陳奕良 

16 公開小六男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民小學 張少凱 

17 公開小六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曹弘易 

18 公開小六男子組 臺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宋子豪 

19 公開小六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王天鴻 

B7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公開國一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李奇倪 

2 公開國一女子組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恩予 

3 公開國一男子組 臺東縣賓茂國民中學 林浩恩 

4 公開國一男子組 臺東縣賓茂國民中學 林旺宇 

5 公開國三男子組 臺東縣大武國民中學 林信延 

6 一般高中男子組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許益齊 



7 一般高中男子組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張方碩 

8 一般高中男子組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熊聖文 

9 一般高中男子組 臺北市中崙高級中學 鍾稚騏 

10 一般高中男子組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楊思祐 

11 一般高中男子組 愛兒蹦彈跳床 賴廷昆 

12 公開高中男子組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 曾為新 

B8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唐嘉鴻 

2 公開大專男子組 輔仁大學 林昀蒂 

3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智傑 

4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睿宏 

5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峻珉 

6 公開大專男子組 童力體操 涂育辰 

7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郁翔 

8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庭榮 

9 公開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庭雯 

10 公開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何佳穎 

11 公開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家琦 

12 公開大專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鳳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