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學校 姓名 編號 組別 學校 姓名
1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任泓力 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中正國小 鄒昀希

2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周耀 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中正國小 藍佩予

3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許哲銘 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凃恩榳

4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楊子立 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高德棻

5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北市玉成國小 劉俊廷 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莊馥瑄

6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坂國小 田希倫 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游詩葦

7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林呈彥 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賴卉妮

8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林祐任 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周紹鈞

9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林祐安 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胡雨璇

10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張力仁 1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陳妍知

11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張哲勛 1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賴妍忻

12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睿恩 1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鍾季軒

13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陳宥廷 1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吳怡霈

14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陳韋溫 1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林子倢

15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何軍霆 1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林郁庭

16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曾彥熹  1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蕭可新

17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謝承翰 1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宜蘭縣公正國小 劉玉靚

18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高雄市樂群國小 柳帛禎 1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 吳敏瑄

19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小 趙庭寬 1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 李妘謙

20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王思澄 2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 林沂潔

2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李偊辰 2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李炫儀

2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游能旭 2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李珞慈

2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黃俊恩 2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陳亮妍

2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于清 2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蔡亞妍

2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羿安 2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何沛璇

26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李宇珩 2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林禹彤

27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張愷勛 2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張李璿

28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蔡期安 2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張圓圓

29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小學 陳睿 2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蘇子晴

30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李乙忱 3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小 鄭詠丹

3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李胤愷 3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洪以薰

3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林哲宇 3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王妍箴

3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潘柏峻 3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王喻嬉

3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 潘瑀浩 3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何育恩

3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B 許文碩 3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胡予嘉

36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B 曾浩寧 3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陳沂萱

37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高雄市十全國小 鄭安辰 3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大樹國小 紀品汝

38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高雄市十全國小 蘇子洋 3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李芊嬅

39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陳定揚 3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林宥妤

40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幸安國民小學 林恩仰 4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黃映涵

4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小 趙庭諒 4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羅婕瑜

4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武功國民小學 蘇正熙 4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周美

4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麥順然 4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宋采叡

4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 黃一泓 4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李品潔

45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吳侑宸 4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 鄭羽涵

46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三民國小 曾翌瑋 4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李孟芳

47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蔡宗諺 4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陳亮岑

48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立大龍國小 蕭宇倫 4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蔡艾瑄

49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林政澔 4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蘇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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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許家祥 5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中正國小 潘奐妤

51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游博宇 5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中正國小 鄭又云

52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小 劉品樂 5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中正國小 簡如佩

53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順安國民小學 黃景堉 5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王芙娜

5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朱駿博 5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王歆蕾

55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呂昆哲 5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李佳蔚

56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莊宇騰 5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林沛函

57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許鈞甯 5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蘇筱晰

58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陳祥翰 5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B組 吳喬蓁

59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A 蔡秉澄 5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B組 林翠宜

6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厚德國小B 林鈺翰 6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B組 陳品蓁

61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桃園市文華國小 柯冠宇 6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崇蘭國小 陳苡愛

62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高雄市十全國小 洪以恩 6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小 邱宜安

63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高雄市光華國小 簡 礽 旭  6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小 張寧夏

64 國中男子組 台北市民生國中 王宇樂 6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長庚國小 鄭皓云

65 國中男子組 台北市民生國中 李宏文 6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柳璽恩

66 國中男子組 台北市民生國中 李明亮 6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黃姵榛

67 國中男子組 台北市民生國中 劉彥甫 6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李亞芬

68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宋孝恆 6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李亞芯

69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沈稟堯 6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易瑞妮

70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劉冠廷 7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張琇婷

71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三民國中 劉 各 弘 7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郭若妤

72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三民國中 劉 坤 杰 7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雲芝喬

73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三民國中 蕭 允 帝 7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溪埔國小 許淳淳

74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黃銘睿 7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李炘宜 

75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楊韶庭 7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周季綾

76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蔡立恩 7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林子淇

77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蔡定倫 7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邱芸琦

78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賴新祐 7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紀婷云

79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龔柏睿 7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胡淇菡

80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李浩鋒 8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黃詩穎

81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莊佳龍 8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王子芹

82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陳博廷 8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吳彧之

83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吳柄承 8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莊甯媗

84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官政霆 8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楊可玟

85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林瑋宬 8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羅意喧

86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陳宇書 8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趙品姸

87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鍾天喜 8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三民國小 鄭瑀喬

88 國中男子組 羅東國中 鍾天樂 8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張心禹

89 高中男子組 東山高中 黃令名 8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張宇慧

90 高中男子組 桃園市治平高中 曾為新 9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劉庭羽

91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農工 佘晉瑋 9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北市玉成國小 闕家妤

92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農工 余承宗 9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吳宥樂

93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農工 盧洪溢 9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呂淳玉

94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商 林家凱 9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高玄玹

95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商 邱敏翰 9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蔡艾潔

96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商 簡廷任 9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厚德國小 蘇莉婕

97 高中男子組 崇實高工 黃鈺峰 9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中正國小 張筠苡

98 高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吳盈利 9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王儷璉

99 高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林達龍 9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杜家媛

100 高中男子組 臺東縣台東高級中學 林信延 10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林昕潼

101 高中男子組 臺東縣台東高級中學 康智凱 10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徐英甄

102 高中男子組 臺東縣台東高級中學 黃彥章 10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信義國小 潘冠辰

103 高中男子組 高雄市私立大榮中學 吳宗樺 10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王宇臻



104 高中男子組 高雄市私立大榮中學 林恩緯 10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楊宜潔

105 大專社會男子組 N.T.S.U 陳泰瑋 10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黃宥蓁

106 大專社會男子組 N.T.S.U 蔡昌辰 10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明正國小 謝宜恩

107 大專社會男子組 台北大同體操隊 蕭沛然 10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蔡秉芸

108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廖庭樟 10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小 高祺媛

109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龔柏文 10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幸安國民小學 余羿禾

110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宜蘭大學 王奕翔 110 國中女子組 台中市安和國中 何若綺

111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宜蘭大學 蘇秉權 111 國中女子組 台中市安和國中 紀沂昀

112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洪源禧 112 國中女子組 台中市安和國中 楊樂一

113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方世彥 113 國中女子組 台北市日僑學校 劉友馨

114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吳睿紳 114 國中女子組 台北市民生國中 廖奕淳

115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冠儀 115 國中女子組 至正國中 王雅信

116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蕭佑然 116 國中女子組 至正國中 李佳芯

117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洪啟茗 117 國中女子組 至正國中 周宥澄

118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黃克強 118 國中女子組 至正國中 邱昕芯

119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方俊博 119 國中女子組 至正國中 瑪樂芙樂芙

120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巫爾均 120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王之媞

121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李享恩 121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李昀儒

122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陳家霈 122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林宜蓁

123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黃宣允 123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黃亭捷

124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蔡博宇 124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歐禹岑

125 國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顏敬家

126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王芯怡

127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李宇翔

128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施佳怡

129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劉宜安

130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簡怡靜

131 國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吳佳珊

132 國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吳重蕙

133 國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張紫茵

134 國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梁芸萓

135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王紋宣

136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李宥伶

137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陳思妤

138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黃已芹

139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鄭永閑

140 高中女子組 金門農工 賴 金

141 高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 陳芊恂

142 高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 傅芝宜

143 高中女子組 屏東大同高級中學 蔡佳儒

144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瑞祥高中 張雅蕙

145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瑞祥高中 郭貴足

146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瑞祥高中 曾華蒕

147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瑞祥高中 黃凡玲

148 高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張杏慧

149 高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張詩詠

150 高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曾宜瑄

151 高中女子組 普門中學 管宜萱

152 大專社會女子組 正修科技大學 蔡璧霞

153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莊妤婕

154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方可晴

155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許伊伶

156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黃泑瑜

157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幸芬



158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霜佑

159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孖淩

160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慧玫

161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黃敬涵

162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孫婕寧

163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蕭似綿

164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關佳德

1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薛茗華 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林禹彤

2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林祐安 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吳恩芯

3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張哲勛 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姜妍晞

4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吳瑞宇 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以臻

5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陳宥廷 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吳敏瑄

6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高雄市樂群國小 柳帛禎 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徐苡喬

7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曾彥熹 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楊珈芸

8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張朕瑝 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李妘謙

9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劉冠德 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田語安

10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李泓樂 1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杜宥萱

11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吳韋辰 1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陳矜榕

12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杜振平 1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劉樺穎

13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張嘉祐 1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藍于琇

14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何孟勳 1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張媄晴

15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周耀 1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吳唯伶

16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崔源宰 1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陳柚恬

17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黃郁杰 1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劉芃蓁

18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東縣土坂國小 田祖恩 1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許瓅云

19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葉林禮銳 1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方子綪

20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台東縣賓茂國中 許志軒 2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于妮可

2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小 陳彥承 2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李姿寧

2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小 黃博群 2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李曉榆

2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小 張子絃 2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中正國小 潘芊慈

2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B王思澄 2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中正國小 鍾妮臻

2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B蔡期安 2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中正國小 張雯晴

26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B藍睿恩 2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黃緁俞

27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B張力仁 2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陳亮妍

28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B陳韋溫 2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珞慈

29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黃俊恩 2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國民小學陳靖之

30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藍于清 3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國民小學陳靖文

3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張愷勛 31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黃郁忻

3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李宇珩 32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許喬涵

3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林呈彥 33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林璽悅

3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A林祐任 34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任喬纓

3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謝承翰 35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羅恩琦

36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何軍霆 36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林子甯

37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潘瑀浩 37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莊馥瑄

38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許文碩 38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胡育慈

39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民小學 曾浩寧 39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邱昱璇

40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台北市河堤國民小學 趙庭寬 40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徐天馨

41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莊展亦 4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崇蘭國小 陳苡愛

42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陳彥廷 4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洪以薰

43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許哲銘 4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光華國小 柳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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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任泓力 4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劉玉靚

45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劉俊廷 4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新店安坑國小 王希瑜

46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游博宇 4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雲芝喬

47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林政澔 4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郭若妤

48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劉品樂 4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胡予嘉

49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游能旭 4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何育恩

5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藍羿安 5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王喻嬉

51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 李偊辰 5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王妍箴

52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高雄市樂群國小 宋品均 5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中正國小 鄒昀希

53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高雄市樂群國小 王豐盛 5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中正國小 藍珮予

5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高雄市樂群國小 洪于晏 5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鄭羽涵

55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莊宇騰 5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林沂潔

56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呂昆哲 5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林欣慧

57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林鈺翰 5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陳柔瑀

58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潘柏峻  5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林沛函

59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乙忱 5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林翠宜

6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胤愷 6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張李璿

61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河堤國小 趙庭諒 6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立信義國小 蘇子晴

62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陳定揚 6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李炫儀

63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武功國民小學 蘇正熙 6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蔡亞妍

64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北市龍安國民小學 林恩仰 6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蔡艾瑄

65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周美 6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陳亮岑

66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曾翌瑋 6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厚德國小 蘇蓉嘉

67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鄭丞佑 6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邱宜安

68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高昊 6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吳怡霈

69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許家愷 6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林郁庭

70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台東縣賓茂國小 古珉憲 7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林子倢

71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劉冠廷 7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陳韋彤

72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許家祥 7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陳玟羽

73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林瑋宬 7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蕭可新

74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鍾天喜 7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周美

75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鍾天樂 7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陳妍初

76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陳宇書 7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沈居安

77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官政霆 7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林宥妤

78 國中男子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黃景堉 7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黃映涵

79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朱駿博 7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游詩葦

80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許鈞甯 8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高德棻

81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陳祥翰 8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凃恩榳

82 國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蔡秉澄 8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黃唯婷

83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劉彥甫 83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李柏昕

84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李明亮 84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林玥岑

85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李宏文 85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劉芷喬

86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王宇樂 86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陳品希

87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吳侑宸 87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玉成國小 陳妍知

88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江禹利 88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玉成國小 賴妍忻

89 國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蕭宇倫 89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玉成國小 張立璇

90 國中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劉奕辰 90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玉成國小 胡雨璇

91 國中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曾恩佑 91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玉成國小 周紹鈞

92 國中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沈珉勳 92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立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沈薇思

93 國中男子組 台東縣賓茂國中 余聖吉 9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魏妘芯

94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黃銘睿 9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張筠苡

95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蔡立恩 9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簡如珮

96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龔柏睿 9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潘奐妤

97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楊韶庭 9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中正國小 鄭又云



98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賴新祐 9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徐英甄

99 國中男子組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蔡定倫 9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李佳蔚

100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簡廷任 10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蘇筱晰

101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邱敏翰 10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 黃宥蓁

102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宋孝恆 10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李亞芬

103 高中男子組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沈稟堯 10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李亞芯

104 高中男子組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莊佳龍 10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修德國民小學張琇婷

105 高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蔡宗穎 10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個人 李炘宜

106 高中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邱柏巽 10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周季綾

107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康智凱 10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林子淇

108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林信延 10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胡淇菡

109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黃彥章 10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紀婷云

110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林旺宇 11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羅婕瑜

111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盧洪溢 11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李千嬅

112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余承宗 11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蔡艾潔

113 高中男子組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佘晉瑋 11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吳宥樂

114 高中男子組 高雄市私立大榮中學 吳宗樺 11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丁思雅

115 高中男子組 高雄市私立大榮中學 劉坤杰 11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張寧夏

116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康智凱 11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毛芷婷

117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林信延 11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鄭卉倫

118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黃彥章 11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宋采叡

119 高中男子組 台東高級中學 林旺宇 11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莊展亦

120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李享恩 12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陳彥廷

121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邵偉銘 12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吳彧之

122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蔡博宇 12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羅意喧

123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黃宣允 123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王子芹

124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巫爾均 124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個人）紀婷云

125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陳家霈 125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江沛蓁

126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曾為聖 126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陳芷寧

127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洪啟茗 127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陳薇羽

128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陳泰瑋 128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呂昀諭

129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葉政 129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張宇慧 

130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林達龍 130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劉庭羽

131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曾為新 131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闕家妤

132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荒屋敷響貴 132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賴湘瑜

133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龔柏文 133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謝沛庭

134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廖庭樟 134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謝宜恩

135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唐嘉鴻 135 國中女子組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中 洪翊甄

136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蘇秉權 136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個人) 陳思妤

137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伊冠鈞 137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李宥伶

138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周登朋 138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鄭永閑

139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吳睿紳 139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黃已芹

140 大專社會男子組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小學麥順然 140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蘇莉婕

141 大專社會男子組 中國文化大學 洪仕東 141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高玄玹

142 大專社會男子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洪源禧 142 國中女子組 新北市明志國中 呂淳玉

143 大專社會男子組 奧運培訓隊 李智凱 143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 周宥澄

144 大專社會男子組 奧運培訓隊 林信志 144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 瑪樂芙樂芙

145 大專社會男子組 奧運培訓隊 陳智郁 145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 邱昕芯

146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 李佳芯

147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 潘冠辰

148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林昕潼

149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杜家媛

150 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王儷璉

151 國中女子組 台北市日僑學校 劉友馨



152 國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張紫茵

153 國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郭恩伶

154 國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吳佳珊

155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簡怡靜

156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劉宜安

157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李宇翔

158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葉宇臻

159 國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楊宜潔

160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廖奕淳

161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趙品姸

162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莊甯媗

163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鄭瑀喬

164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楊可玟

165 國中女子組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 何若綺

166 國中女子組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 紀沂昀

167 國中女子組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 楊樂一

168 國中女子組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 邱芸琦

169 國中女子組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 黃詩穎

170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曲詠亘

171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陳靖亞

172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鄧凱鴻

173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陳昱潔

174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劉馨雅

175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高祺媛

176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余羿禾

177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王文妤

178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張心禹

179 國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林子馨

180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郭貴足

181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張雅蕙

182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曾華蒕

183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黃凡玲

184 高中女子組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施佳怡

185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蔡佳儒

186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王雅信

187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王之媞

188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李昀儒

189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林宜蓁

190 高中女子組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顏敬家

191 高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張杏慧

192 高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曾宜瑄

193 高中女子組 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吳重蕙

194 高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丁華恬

195 高中女子組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王紋宣

196 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李奕凡

197 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許雅晴

198 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闕力云

199 高中女子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孫家儀

200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孫婕寧

201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關佳德

202 大專社會女子組 童力體操 黃姿榕

203 大專社會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傅芝宜

204 大專社會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吳幸芬

205 大專社會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張孖淩



206 大專社會女子組 臺北市立大學 陳宛吟

207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黃敬涵

208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體育大學 陳芊恂

209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莊妤婕

210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張詩詠

211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麥劉湘涵

212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鳳芝

213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慧玫

214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方可晴

215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賴品儒

216 大專社會女子組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陳品伃

110年 (競技) 體操優秀運動選手人才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