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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翻床各組出賽表 

 

編號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幼稚園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梁弈萱 

2 幼稚園女子組 FUN 體操 李庭儀 

3 幼稚園女子組 FUN 體操 陸昀晴 

4 幼稚園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蔡亞歆 

5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蔣沐霏 

6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張璦薇 

7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冷沛慈 

8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黃鈴茵 

9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簡筱旂 

10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邱悅恩 

11 幼稚園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廖苡甯 

12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采希 

13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郭力雅 

14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悅甯 

15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曖兒 

16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柔伊 

17 幼稚園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鄭蘊彤 

18 幼稚園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鄭柔依 

19 幼稚園女子組 新竹市漢聲幼兒園 呂逸筠 

20 幼稚園女子組 奇樂多幼兒體能館 張安倢 

21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陳品榕 

22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許睿芯 

23 幼稚園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林歆芫 

24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黃星芃 

25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林柔薰 

26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張郡倢 

27 幼稚園女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王楷緹 

28 幼稚園女子組 PLUS FUN 加樂表演藝術舞蹈學院 黃郁卉 

29 幼稚園女子組 PLUS FUN 加樂表演藝術舞蹈學院 陳瑀妡 

30 幼稚園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林冠吟 

31 幼稚園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吳瑄騏 

32 幼稚園女子組 小太陽兒童體操教學 賴弈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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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幼稚園女子組 小太陽兒童體操教學 潘靖蓉 

34 幼稚園女子組 臺北市國語實幼 謝凱衣 

35 幼稚園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陳顗安 

36 幼稚園女子組 高雄市鼓岩國小 周忻恩 

37 幼稚園女子組 屏東縣崎峰國小 鄭羽佑 

38 幼稚園女子組 台北體操 王婕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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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小一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謝向晴 

2 一般小一女子組 FUN 體操 江芷瑄 

3 一般小一女子組 FUN 體操 郭芯妤 

4 一般小一女子組 FUN 體操 賴承寧 

5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王韡蓁 

6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小 徐芮婕 

7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小 徐宜璐 

8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小 陳霈芯 

9 一般小一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黃品婗 

10 一般小一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劉蕎嫣 

11 一般小一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高謙豫 

12 一般小一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宥曦 

13 一般小一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游之弦 

14 一般小一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云曦 

15 一般小一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楊喬茵 

16 一般小一女子組 新竹市東門國小 黃安昕 

17 一般小一女子組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林凝寬 

18 一般小一女子組 新竹康橋國際國中小學 李娪 

19 一般小一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陳怡安 

20 一般小一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吳緯宥 

21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七賢國民小學 謝莉瑄 

22 一般小一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蘇宥禎 

23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林宥蓉 

24 一般小一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陳矜榕 

25 一般小一女子組 小太陽兒童體操教學 劉璟嫻 

26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陳欣宜 

27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王鈺娟 

28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張舒晴 

29 一般小一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邱晨希 

30 一般小一女子組 王道運動 李羽喬 

31 一般小一女子組 屏東縣崎峰國小 吳穎柔 

32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小 廖昕芮 

33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中市頭家國小 劉芷瑄 

34 一般小一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曉榆 

 

1 公開小一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鍾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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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小二女子組 FUN 體操(臺南開元國小) 劉采昕 

2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曉霏 

3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歐昀臻 

4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小 陳思羽 

5 一般小二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品廷 

6 一般小二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邱珼恩 

7 一般小二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蔡欣妤 

8 一般小二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采言 

9 一般小二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妍芯 

10 一般小二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郭玲瑄 

11 一般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彭厝國小 陳姿昀 

12 一般小二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星彤 

13 一般小二女子組 新竹市載熙國小 鄭百容 

14 一般小二女子組 新竹市北門國小 周悅 

15 一般小二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任紹甯 

16 一般小二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許睿珊 

17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鎮昌國小 邱雨彤 

18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光武國小 莊佳欣 

19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黃亭語 

20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林柔妤 

21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小學 許誠芯 

22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陳宜家 

23 一般小二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周辰芯 

24 一般小二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吳瑄蕎 

25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小 劉亭君 

26 一般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謝睿希 

27 一般小二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呂亭瑩 

28 一般小二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詹采恩 

29 一般小二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簡得心 

30 一般小二女子組 王道運動 林育存 

31 一般小二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林庭安 

32 一般小二女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芷安 

 

1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姿寧 

2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潘芊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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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鍾妮臻 

4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張雯晴 

5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林禹彤 

6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吳恩芯 

7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姜妍晞 

8 公開小二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以臻 

9 公開小二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徐天馨 

    

    

 

1 一般小三女子組 FUN 體操  
吳翊綺 

(臺南文元國小) 

2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小 賴子涵 

3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小 廖婕妤 

4 一般小三女子組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張采彤 

5 一般小三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劉以欣 

6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梓耘 

7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江維仁 

8 一般小三女子組 飛寶體操體能館 林霈昕 

9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北歐洲學校 Taipei European School 謝牧暻 

10 一般小三女子組 新竹市載熙國小 楊芯侑 

11 一般小三女子組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部 巫昱萱 

12 一般小三女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張瑄晏 

13 一般小三女子組 童力體操 廖家靚 

14 一般小三女子組 童力體操 翁禾紜 

15 一般小三女子組 童力體操 鄭雨彤 

16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小 楊謹華 

17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睿婕 

18 一般小三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李雨霏 

19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黃鈺淇 

20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連婕心 

21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李婕榆 

22 一般小三女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李婕羚 

23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小 陳昀希 

24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琄琝 

25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妍霓 

26 一般小三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張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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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般小三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曾禹恩 

28 一般小三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林璽棠 

29 一般小三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徐顥庭 

30 一般小三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李奕靚 

    

    

    

    

    

 

1 公開小三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鄒昀希 

2 公開小三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藍珮予 

3 公開小三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張李璿 

4 公開小三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蘇子晴 

5 公開小三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朱薇心 

6 公開小三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品希 

7 公開小三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周育如 

8 公開小三女子組 台北體操-天母快樂小熊 
王昱晴 

(長春國小) 

    

 

 

1 一般小四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李恩希 

2 一般小四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胡甯瑄 

3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小學 邱莉淇 

4 一般小四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陸美邑 

5 一般小四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王君棠 

6 一般小四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蔡姍芸 

7 一般小四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張秭緁  

8 一般小四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廖苡喬 

9 一般小四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鍾昕橙 

10 一般小四女子組 飛寶體操體能館 陳紀瑤 

11 一般小四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張詠涵 

12 一般小四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楊惇茹 

13 一般小四女子組 新竹市三民國小 李泳嫻 

14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鼓岩國小 周芯伊 

15 一般小四女子組 台中市瑞穗國民小學  梁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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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立文府國民小學 謝玄昭 

17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小學 邱莉淇 

18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曾以茵 

19 一般小四女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江洛潔 

20 一般小四女子組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劉宜沛 

21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翁愷㚬 

22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翁愷妡 

23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凱歆 

24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許靜慈 

25 一般小四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敏琍 

26 一般小四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張芷涵 

27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呂芊儀 

28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陳玲君 

29 一般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高家綺 

30 一般小四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 薛瑀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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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小五男子組 FUN 體操 黃鉑蒝 

2 一般小五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童楷綸 

3 一般小五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正量 

4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竹市關東國小 鍾紀勳 

5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竹市建功國小 閔懷禛 

6 一般小五男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子睿 

7 一般小五男子組 Trampoline 台北市 黃沁 

8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詹政錡 

9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潘子玄 

10 一般小五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賴冠丞 

11 一般小五男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林承賢 

12 一般小五男子組 台北歐洲國際學校 粘永璿 

13 一般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鍾宇宸 

 

1 公開小五男子組 高雄市文德國小 陳子諠 

2 公開小五男子組 公正國小 藍羿安 

3 公開小五男子組 公正國小 游能旭 

4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鄭丞佑 

5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高昊 

6 公開小五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許家愷 

    

 

1 一般小六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李紜希 

2 一般小六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張怡真 

3 一般小六女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小 陳郁涵 

4 一般小六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簡語漾 

5 一般小六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粘又心 

6 一般小六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鄭臣芳 

7 一般小六女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冷宜恩 

8 一般小六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劉安捷 

9 一般小六女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黃巧妮 

10 一般小六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張仁瑄 

11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蚵寮國民小學 蔡婕琳 

12 一般小六女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江宣蓉 

13 一般小六女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唐映萱 

14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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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般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梁恩語 

16 一般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心童 

17 一般小六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曾韻璇 

18 一般小六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海琍 

19 一般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鼓岩國小 周欣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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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稚園男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齊亮嘉 

2 幼稚園男子組 FUN 體操 劉定杰 

3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維帷寪 

4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石皓宇 

5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吳彥樺 

6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洪琪睿 

7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梁允碩 

8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張家睿 

9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高湛寬 

10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洪邦諺 

11 幼稚園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亮廷 

12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昭佑 

13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王禹霖 

14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謝杰佑 

15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王子宥 

16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郭力安 

17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廷軒 

18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劉奕辰 

19 幼稚園男子組 哇嘎ㄇㄚㄇㄚ小小運動館 劉曜瑋 

20 幼稚園男子組 哇嘎ㄇㄚㄇㄚ小小運動館 陳振灝 

21 幼稚園男子組 哇嘎ㄇㄚㄇㄚ小小運動館 陳昱叡 

22 幼稚園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張容碩 

23 幼稚園男子組 新竹市奇樂多幼兒體能館 葉安翌 

24 幼稚園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馮彥喆 

25 幼稚園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謝宇杰 

26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李恩睿 

27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洪瑨程 

28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白翔宇 

29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林佑熹 

30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劉展宏 

31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李柏誼 

32 幼稚園男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胡宸維 

    

 

1 一般小一男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陳宥寧 

2 一般小一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賴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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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小一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賴愈謹 

4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楊光騰 

5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劉新荃 

6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品惇 

7 一般小一男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阮則宇 

8 一般小一男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毛宥霖 

9 一般小一男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鍾昕言 

10 一般小一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周衍方 

11 一般小一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戴光賦 

12 一般小一男子組 哇嘎ㄇㄚㄇㄚ小小運動館 黃奕勳 

13 一般小一男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奕齊 

14 一般小一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馬樾 

15 一般小一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涂茗瑋 

16 一般小一男子組 新竹市東門國小 朱堂睿 

17 一般小一男子組 新竹市三民國小 李秉豐 

18 一般小一男子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劉辰翊 

19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中市豐田國民小學 趙翊展 

20 一般小一男子組 童力體操 黃品勛 

21 一般小一男子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柏緯 

22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郭宇恩 

23 一般小一男子組 小太陽兒童體操教學 賴柏安 

24 一般小一男子組 台中市葫蘆墩國小 洪翊誠 

25 一般小一男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葉健賢 

    

 

1 公開小一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尤胤勛 

2 公開小一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徐君哲 

    

 

1 一般小二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徐椿菘 

2 一般小二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侑鼎 

3 一般小二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林雅川 

4 一般小二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秦紹棠 

5 一般小二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蘇品安 

6 一般小二男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楊宗燁 

7 一般小二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岱融 

8 一般小二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鐘定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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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般小二男子組 高雄市勝利國小 胡宸碩 

10 一般小二男子組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小 周亭羽 

11 一般小二男子組 台中市瑞穗國民小學 梁智軒 

12 一般小二男子組 台中市瑞穗國民小學 李祐辰 

13 一般小二男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游承祐 

14 一般小二男子組 南陽國小 江杰燊 

15 一般小二男子組 台東縣土坂國小 田祖恩 

16 一般小二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小 許志軒 

17 一般小二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阮淙唯 

18 一般小二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廖浩羽 

19 一般小二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柳帛禎 

20 一般小二男子組 台北歐洲學校英國部 陳潔兮 

    

 

1 公開小二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蔡奕軒 

2 公開小二男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葉林禮銳 

3 公開小二男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 薛茗華 

4 公開小二男子組 FUN 體操 賴彥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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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陳宥綸 

2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小 楊皓凱 

3 一般小三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廖釔任 

4 一般小三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童仁駿 

5 一般小三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賴俊澔 

6 一般小三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哈維 

7 一般小三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賴品嘉 

8 一般小三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張育睿 

9 一般小三男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方柏權 

10 一般小三男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奕熙 

11 一般小三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涂絢彰 

12 一般小三男子組 新竹市關東國小 鍾鼎杰 

13 一般小三男子組 新竹市建功國小 謝易展 

14 一般小三男子組 文華國小 林駿騰 

15 一般小三男子組 文華國小 黃盟勝 

16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小學 黃耕禹 

17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潘冠州 

18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潘冠霖 

19 一般小三男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楊采翔 

20 一般小三男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傅瑋翔 

21 一般小三男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張丞崴 

22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中市豐原國小 陳泳珺 

23 一般小三男子組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尤昶淮 

24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洪敬智 

25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陳祐祥 

26 一般小三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劉宥辰 

27 一般小三男子組 高雄市鼓岩國小 周昕辰 

28 一般小三男子組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林恕存 

    

    

    

 

1 公開小三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田希倫 

    

 

1 一般小四男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陳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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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鄭品洋 

3 一般小四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曹杰樂 

4 一般小四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遠藤悠太 

5 一般小四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余佳縉 

6 一般小四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品恩 

7 一般小四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張惟恩 

8 一般小四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毛宥恩 

9 一般小四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俊成 

10 一般小四男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阮捷揚 

11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劉恩宇 

12 一般小四男子組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民小學 溫重叡 

13 一般小四男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賴昀安 

14 一般小四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溫友廷 

15 一般小四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佾淮 

16 一般小四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包善淵 

17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小 羅語睿 

18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大榮國際雙語小學 楊智同 

19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黃品睿 

20 一般小四男子組 南陽國小 沈濬承 

21 一般小四男子組 台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 鄭吉佑 

22 一般小四男子組 小太陽兒童體操教學 劉承睿 

23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侯品州 

24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侯睿承 

25 一般小四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許捷崴 

26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張群 

27 一般小四男子組 臺北市立立農國民小學 莊愷晟 

28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謝承霖 

29 一般小四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洪于晏 

    

    

 

1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林沛函 

2 公開小四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林翠宜 

3 公開小四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李柏昕 

4 公開小四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林玥岑 

5 公開小四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劉芷喬 

6 公開小四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邱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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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開小四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品妍 

8 公開小四女子組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曹睫睎 

9 公開小四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楊喬如 

    

  

1 公開小四男子組 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小 許唐淯 

2 公開小四男子組 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于清 

    

 

1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鄭品柔 

2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張雅安 

3 一般小五女子組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張辰伶 

4 一般小五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林湘紘 

5 一般小五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江立蓁 

6 一般小五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郭秦瑛 

7 一般小五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廖苡淇 

8 一般小五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劉安亞 

9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竹市東門國小 陸渝錡 

10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 魏嘉君 

11 一般小五女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陳曉竹 

12 一般小五女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王和玉 

13 一般小五女子組 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民小學 廖御卉 

14 一般小五女子組 童力體操 盧籽妍 

15 一般小五女子組 童力體操 盧籽妤 

16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語梵 

17 一般小五女子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胡倚瑄 

18 一般小五女子組 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小 陳靖雅 

19 一般小五女子組 萌奇快樂體操 廖予僑 

20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立厚德國小  丁思雅 

21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何欣穎 

22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賴沛歆 

23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許願 

24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蘇稚芸 

25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杜欣霓 

26 一般小五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鄭儀安 

27 一般小五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仇曦 

28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鼓岩國小 張晏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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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般小五女子組 台北市立雙蓮國民小學 周若馨 

30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羅文婷 

31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柯佳瑜 

32 一般小五女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顏郁安 

33 一般小五女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蘇海雲 

 

1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温宇承 

2 一般小六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陳柏均 

3 一般小六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吳嘉恩 

4 一般小六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薛永文 

5 一般小六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王健安 

6 一般小六男子組 新竹市陽光國小 陳柏爵 

7 一般小六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韓沺宇 

8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 李明翰 

9 一般小六男子組 桃園市平鎮區平興國小 葉祐銘 

10 一般小六男子組 台中市南陽國小 邱健恩 

11 一般小六男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陳彥博 

12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小學 蔡宗諺 

13 一般小六男子組 臺北市幸安國民小學 鄭思齊 

14 一般小六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宋品均 

15 一般小六男子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王豐盛 

    

 

1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温可芮 

2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東縣臺坂國小 温宇妃 

3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江沛蓁 

4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薇羽 

5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呂昀諭 

6 公開小五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芷寧 

7 公開小五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張寧夏 

    

 

1 公開小六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宥蓁 

2 公開小六女子組 台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阮瑋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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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開小六男子組 公正國小 劉品樂 

    

 

1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徐子晴 

2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梁靖 

3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徐子諳 

4 一般國一女子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蔡昀茜 

5 一般國一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曹潔心 

6 一般國一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林若婕 

7 一般國一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許嘉惠 

8 一般國一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鮑政妮 

9 一般國一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丁羿淳 

10 一般國一女子組 新竹市培英國中 馬士棋 

11 一般國一女子組 新竹市培英國中 范芷瑜 

12 一般國一女子組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中 陳曉樂 

13 一般國一女子組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張洛寧 

    

 

1 一般國一男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何秉宸 

2 一般國一男子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梁皓雄 

3 一般國一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洪徹風 

4 一般國一男子組 高雄市大榮中學國中部 楊淙博 

5 一般國一男子組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黃奕程 

6 一般國一男子組 高雄市私立立志中學國中部 吳睿恩 

7 一般國一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宥翔 

    

 

1 一般國二女子組 FEBO 飛寶體操 高淳琳 

2 一般國二女子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王沛恩 

3 一般國二女子組 新竹市三民國中 楊芯妮 

4 一般國二女子組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洪瑋育 

5 一般國二女子組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中 陳榛和 

6 一般國二女子組 台北市立成淵高中國中部 周語璇 

7 一般國二女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鄧家妤 

    

 

1 一般國二男子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梁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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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國二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楊選正 

3 一般國二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程建豪 

4 一般國二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張詠翔 

5 一般國二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鄭權 

    

 

1 一般國三女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林律辰 

2 一般國三女子組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部 巫孟樺 

3 一般國三女子組 新竹市光華國中 李佾寧 

    

 

1 一般國三男子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方敏浩 

2 一般國三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謝皓宇 

    

 

1 一般高中女子組 新竹縣六家高級中學 謝季晴 

2 一般高中女子組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林宸妤 

3 一般高中女子組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張宜珮 

4 一般高中女子組 新竹市光復中學 石宓 

5 一般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賴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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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高中男子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鍾秉臻 

2 一般高中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邱子恩 

    

 

1 公開高中女子組 新竹市光復中學 張恩予 

2 公開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李奕凡 

3 公開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許雅晴 

 

1 公開高中男子組 國立台東高中 林旺宇 

2 公開高中男子組 國立台東高中 林信延 

3 公開高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邱柏巽 

    

 

1 公開國一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劉馨雅 

    

 

1 公開國一男子組 桃園市大崗國中 柯冠宇 

2 公開國一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蕭宇倫 

    

 

1 公開國二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莊詠婷 

    

 

1 公開國二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賴新祐 

2 公開國二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余聖吉 

    

 

  

1 公開國三女子組 屏東縣林邊國中 黃亭捷 

2 公開國三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陳靖亞 

3 公開國三女子組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中學 許彥翎 

    

 

1 公開國三男子組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宇翔 

2 公開國三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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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大專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葉伊倫 

2 一般大專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游俞倖 

3 一般大專女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林旻宣 

4 一般大專女子組 神氣小虎 蔡昀妤 

5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黎素婷 

6 一般大專女子組 淡江大學 張宜庭 

7 一般大專女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Nicole Cooper 

8 一般大專女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蔡丞婷 

    

 

1 一般大專男子組 BCTDA 林燊 

2 一般大專男子組 神氣小虎 徐文彬 

3 一般大專男子組 Trampoline 台北市(忍者工廠) 吳昆霖 

4 一般大專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李颻 

5 一般大專男子組 AirGene 空氣基因 黃彥明 

6 一般大專男子組 新竹市奇樂多體能體操館 吳崇進 

7 一般大專男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黃智德 

8 一般大專男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顏君儒 

    

 

 

1 公開大專男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吳睿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