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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翻床各組出場序 

A1 

出場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幼稚園女子組 加樂表演藝術舞蹈學院 許誠芯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附幼兒園 周悅 

  台中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陳品蓁 

  屏東市柏克萊幼兒園 林禹彤 

  翻滾王 陳艾瑪 

  翻滾王 林佑萱 

  翻滾王 王奕甯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陳昱君 

  桃園市體育會體操委員會 鄭詠丹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妍霖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棠芯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郁媗 

  神氣小虎體能館 廖綾音 

  夢飛體操運動館 林渝淵 

  夢飛體操運動館 棗宸昀 

  台北市體操協會 兒童體操推廣中心 陳薇方 

  松山六巨頭 賴羿喬 

  兔兔熊翻滾教室 黃亭語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小 陳昀希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小 連芮誼 

  永樂國小 丁子紜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陳泊彤 

  翻滾王 陳奕晴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連婕心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李婕羚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李婕榆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 楊芯侑 

  新竹市載熙國民小學 楊芯妮 

  新竹市私立康橋雙語國民中小學 郭乙涵 

  新竹市東門國民小學 彭悠紗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琄琝 

  屏東縣唐榮國小 邱亦央 

  松山六巨頭 徐溦 

  松山六巨頭 彭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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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小一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朱薇心 

  神氣小虎體能館 許芸榛 

  神氣小虎體能館 朱薇心  

  神氣小虎體能館 許芸榛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品希 

    

 一般小二女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邱莉淇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黃子芸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黃子恩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陳知欣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林玟均 

  屏東市信義國小 林沛涵 

  屏東市信義國小 吳喬蓁 

  屏東市信義國小 陳品蓁 

  屏東市信義國小 林翠宜 

  屏東市民和國小 龔珮緹 

  台北市立日新國民小學 陳妍霖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翁凱妡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翁凱㚬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許靜慈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凱歆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邱宜安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品妍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鄭羽晴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祐誼 

    

 公開小二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品菲 

  臺北市康寧國小 陳洛臻 

  臺北市長春國小 李柏昕 

  臺北市長春國小 林玥岑 

  台北市和平實驗小學 陳薇中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楊喬如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鄭皓云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曹睫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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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顏郁安 

  高雄市樂群國小 羅文婷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許藍云 

  屏東市信義國小 蘇筱晰 

  屏東市信義國小 張薰恩 

  新竹市私立康橋雙語國民小學 魏嘉君 

  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 曾妍婷 

  新竹市東門國民小學 彭愛紗 

  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丁思雅 

  台北市立蘭雅國民小學 吳弗培 

  台北市 中正國小 羅方岑 

  夢飛體操運動館 棗鈺芯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皈文 

  神氣小虎體能館 譚芊涵 

  神氣小虎體能館 鄭丞妤 

  神氣小虎體能館 陳飛羽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何欣穎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賴沛歆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蘇海雲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羅偉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欣樂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張湛之 

    

 公開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江沛蓁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芷寧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薇羽 

  臺北市長春國小 黃詩甯 

  臺北市長春國小 許又婕 

  臺北市長春國小 呂昀諭 

  屏東市崇蘭國小 潘奐妤 

  屏東市中正國小 簡如珮 

  屏東市中正國小 鄭又云 

  屏東市信義國小 李佳蔚 

  台東縣台坂國小 溫宇妃 

  台東縣台坂國小 溫可芮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張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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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曾芯娜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王亭之 

  翻滾王 何語昕 

  翻滾王 黃宇婕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葉妘軒 

  松山六巨頭 闕帝妮 

  神氣小虎體能館 施齊悅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冷宜恩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李定 

  小師大 魏妘芯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許筑婷 

  高雄市龍華國小 陳方家 

  新竹國際學校 Hsinchu International School 

Yamashitafuji 

Marlee 

Margaret 

    

 公開小四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王子芹 

  臺北市長春國小 吳宥樂 

  屏東市中正國小 張筠苡 

  屏東市信義國小 徐英甄 

  新竹縣松林國民小學 杜莎 

  台北市吉林國民國小 鄭家佳 

  台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阮瑋瀚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宥蓁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陳乃嘉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謝欣榆 

  高雄市樂群國小 潘麗雯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陳瑀杉 

  翻滾王 黃錫毓 

  新北市厚德國小 余欣蕾 

  新北市厚德國小 吳亭宜 

  新竹市東園國民小學 范芷瑜 

  Airgene空氣基因 王苡安 

  松山六巨頭 徐浿 

  神氣小虎體能館 劉馨雅 

  神氣小虎體能館 連睿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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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鄭佳宜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林芸慈 

  小師大 高祺媛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麥筠可 

  童力體操 李沐樺 

  童力體操 歐珈瑜 

    

    

 公開小五女子組 屏東市信義國小 林昕潼 

  屏東市信義國小 王儷璉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謝宜恩 

    

    

 一般小六女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李宸萱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吳宥葶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陳瑀彤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思因 

  新北市厚德國小 程千瑜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宜臻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曹芷嫣 

  台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簡意璇 

  私立華興國民小學 林芯潁 

  神氣小虎體能館 坂本菜緒 

  神氣小虎體能館 莊詠婷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鄧家妤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彰咨茜 

  屏東縣西勢國小 簡沛恩 

  小師大體操俱樂部 羅偉綺 

  小師大體操俱樂部 周美汎 

  童力體操 林彥儀 

  童力體操 王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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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小六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鄧凱鴻 

  屏東市信義國小 邱昕芯 

  屏東市中正國小 周宥澄 

  屏東市中正國小 歐禹岑 

  新北市厚德國小 楊詠捷 

  桃園市文華國小 林川岫 

  小師大 戴怡然 

    

 一般國一女子組 台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苡諾 

  新竹市光武國民中學 郭友筑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 巫孟樺 

  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蘇筠雅 

  松山六巨頭 葉芊妤 

  台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戴斯薇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師大附中國中部） 蔡儀 

    

 公開國一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黃亭捷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許彥翔 

    

 一般國二女子組 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鄭家昀 

  岡山國中 賴品璇 

  童力體操 巫若瑄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 張宜珮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李俐瑩 

  台北市師大附中國中部 鄭安齊 

    

 公開國二女子組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張恩予 

    

 一般國三女子組 新竹市三民國民中學 石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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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高中女子組 童力體操 歐采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林諾怡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譚凱而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吳善琪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阮秀軏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陳清祈 

  嘉諾撒書院 周曦愉 

  嘉諾撒書院 蘇玟輑 

  嘉諾撒書院 簡詠茵 

  嘉諾撒書院 譚詩明 

  北一女中 鄭家詠 

  新竹市香山高級中學 葉羽琴 

  新竹市香山高級中學 林宸妤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張宜庭 

    

 一般大專女子組 童力體操 高穎全 

  童力體操 胡丞筑 

  童力體操 王玉清 

  孫婕寧 孫婕寧 

  國立政治大學 姚舒敏 

  中國文化大學 游俞倖 

  中國文化大學 邱佩慈 

  中國文化大學 邱芷琳 

  中國文化大學 黎素婷 

  中國文化大學 陳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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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王子齊 

  台中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吳孟鴻 

  台中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吳勻翔 

  翻滾王 陳宥熙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張沃真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祐德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朱慕哲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陳裕凱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蘇品安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李品諺 

  神氣小虎體能館 洪凱維 

  神氣小虎體能館 吳勝希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培銨 

  神氣小虎體能館 洪譽恩 

  神氣小虎體能館 鄭亦辰 

  夢飛體操運動館 陳宣志 

  基隆市瑪陵國小附幼 簡呈恩 

    

 一般小一男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哲宇 

  台中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吳樂洋 

  新竹市建功國民小學 謝易展 

  Airgene空氣基因 黃銳安 

  松山六巨頭 闕帝翔 

  松山六巨頭 林楷翔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洪敬智 

  小師大 趙庭寬 

  新北市 集美國小 邱承瀚 

  台北市立懷生國民小學 游登善 

  小師大體操俱樂部 周家興 

  新竹市關東國民小學 鍾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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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小一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周經雲 

  神氣小虎體能館 廖虎徹 

  神氣小虎體能館 鄭兆勝 

  神氣小虎體能館 吳秉哲 

  台東縣立大溪國小 劉冠廷 

  台東縣台坂國小 田希倫 

    

    

 一般小二男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楊智同 

  兔兔熊翻滾教室 黃品睿 

  松山六巨頭 汪宥廷 

  松山六巨頭 清水蒼空 

  高雄市樂群國小 謝承霖 

  Airgene空氣基因 包善淵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小學 林宥呈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侯睿承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侯品洲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洪翊翔 

  屏東縣四維國小 陳品宏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陳泓年 

  高雄市龍華國小 陳善緯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 李友銓 

    

 公開小二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蔣紹陽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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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昌澤 

  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陳董岳 

  新竹市關東國民小學 鍾紀勳 

  新竹市建功國民小學 閔懷楨 

  台北市立敦化國民小學 吳威霆 

  松山六巨頭 蔡承憲 

  松山六巨頭 蔡承懷 

  夢飛體操運動館 廖言恩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子睿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鍾宇宸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蔣汯峻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莊  洵 

  加樂表演藝術舞蹈學院 陳子諠 

    

 公開小三男子組 桃園市文華國小 張宇喆 

  臺北市長春國小 鄭承佑 

  臺北市長春國小 高  昊 

  臺北市長春國小 許家愷 

  台東縣台坂國小 李承軒 

  台北市三民國小 黃泓瑋 

  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陳定揚 

  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蘇正熙 

  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趙庭諒 

  小師大 麥順然 

  小師大 林恩仰 

  小師大 黃一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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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宋品均 

  高雄市樂群國小 王豐盛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楊品玹 

  新竹市陽光國民小學 陳柏爵 

  Airene空氣基因 韓沺宇 

  臺北市立幸安國民小學 鄭思齊 

  桃園市 新埔國小 洪啓鈞 

  神氣小虎體能館 佐藤昊翔 

  神氣小虎體能館 洪聿維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王健安 

  高雄市溪埔國民小學 黃品睿 

    

 公開小四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坂本明駿 

  新北市厚德國小 呂昆哲 

  台東縣大鳥國小愛國埔分校 林建民 

 一般小五男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吳睿恩 

  高雄市樂群國小 郭子誠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程柏諺 

  翻滾王 歐陽澄彥 

  Airgene空氣基因 洪徹風 

  新北市 新莊國小 曾柏元 

  台北市敦化國民小學 陳宥勳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洪睿旻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蘭宇駻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林裕庭 

  桃園市文華國小 吳侑宸 

  桃園市文華國小 柯冠宇 

  台東縣賓茂國小 王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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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六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許庭彰 

  高雄市樂群國小 劉耀杰 

  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小 賴新祐 

  Airgene空氣基因 楊選正 

  神氣小虎體能館 大澤亮輔 

  台東縣立賓茂國小 徐聖吉 

  小大師操俱樂部 金東炫 

  高雄市水寮國民小學 黃鉌样 

    

 公開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王宇樂 

  臺北市長春國小 邱明正 

  新北市厚德國小 許忻宇 

  新北市厚德國小 王琮聖 

  台東縣土坂國小 陳宥宣 

    

 公開國一男子組 新北市二重國中 王夭鴻 

  新北市三和國中 胡家峻 

  新北市三和國中 曹弘易 

    

 一般國二男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許家維 

    

 公開國二男子組 台東縣立賓茂國中 林旺宇 

  台東縣立賓茂國中 林浩恩 

    

 一般國三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徐聖宗 

  台北市立中崙高中 鍾秉臻 

    

 一般高中男子組 台北市立中崙高中 鍾稚騏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許益齊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熊聖文 

    

 公開高中男子組 台東縣台東高中 林信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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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大專男子組 Airgene空氣基因 許嘉峻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吳漢培 

  Right on 張淳徽 

  童力體操 周鵬豪 

  童力體操 姚孟憲 

  童力體操 徐哲宇 

    

 公開大專男子組 Airgene空氣基因 吳紘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唐嘉鴻 

  SKYWALKER 岳書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