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劉O澔

2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楊O天

3 幼稚園男子組 ione體操俱樂部 許O棋

4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王O升

5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

6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澄

7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曾O曄

8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汪O甫

9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徐O凱

10 幼稚園男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曲O辰

11 幼稚園男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梁O尹 (光復附幼) 

12 幼稚園男子組 臺北市立三民國小附幼 余O尚

13 幼稚園男子組 新竹市漢聲幼兒園 洪O庭

14 幼稚園男子組 弄舞運動空間 齊O嘉

15 幼稚園男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侯O廷

16 幼稚園男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張O麟

17 幼稚園男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O宸

18 幼稚園男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吳O逵

19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王O鈞

20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江O哲

21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陳O至

22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陳O佑

23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李O陞

24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劉O諺

25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洪O恩

26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邱O豪

27 幼稚園男子組 愛玩樂運動體能館 黃O元

28 幼稚園男子組 愛玩樂運動體能館 黃O翔

29 幼稚園男子組 屏東縣彭厝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O灝

30 幼稚園男子組 屏東縣彭厝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O睿

31 幼稚園男子組 KG運動學園 翁O立

32 幼稚園男子組 KG運動學園 翁O華

33 幼稚園男子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王O棠

34 幼稚園男子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王O評

35 幼稚園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O謙

36 幼稚園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林O霆

37 幼稚園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林O喆

38 幼稚園男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張O宬

39 幼稚園男子組 樂童體操聯盟 林O山

40 幼稚園男子組 樂童體操聯盟 葉O均

41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楊O宇

42 幼稚園男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王O霖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幼稚園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陳O安 

2 幼稚園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卓O蓓 (民族國小附幼) 

3 幼稚園女子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敖O真 

4 幼稚園女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蔡O丞

5 幼稚園女子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謝O衣

6 幼稚園女子組 台東縣土坂附設幼兒園 高O莉

7 幼稚園女子組 高雄市私立鳥松大自然幼兒園 張O云

8 幼稚園女子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莊O妮

9 幼稚園女子組 活力親子幼兒體操館 李O萱

10 幼稚園女子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陳O淇

11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鄭O汝

12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林O希

13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郭O妡

14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王O安

15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何O諼

16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呂O誼

17 幼稚園女子組 愛玩樂運動體能館 陳O筠

18 幼稚園女子組 愛玩樂運動體能館 林O澄

19 幼稚園女子組 樂童體操聯盟 吳O臻

20 幼稚園女子組 樂童體操聯盟 李O真

21 幼稚園女子組 樂童體操聯盟 吳O蓁

22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O家

23 幼稚園女子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楊O棣

24 幼稚園女子組 新竹市奇樂多幼兒體能館 李O

25 幼稚園女子組 新竹市奇樂多幼兒體能館 張O涵

26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許O芸

27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廖O菲

28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儀

29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楊O榛

30 幼稚園女子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連O宜

31 幼稚園女子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賴O緹

32 幼稚園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劉O希

33 幼稚園女子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朱O榕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葉O綾 

2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卓O愛 (民族國小) 

3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李O家 

4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徐O真 (台北市金華國小) 

5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楊O希

6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吳O蒂

7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王O樂

8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柯O仙

9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冷O萱

10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趙O恩

11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廖O婕

12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瑈

13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楊O棻

14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陳O安

15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唐O萱

16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O伊

17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劉O妤

18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北市福林國小 朱O安

19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孔O懿

20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楊O芃

21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張O納

22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陳O

23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沛

24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宋O伃

25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陳O榕

26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雷O

27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黃O芃

28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黃O晶

29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洪O樺

30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賴O頡

31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宋O瑄

32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弄舞運動空間 梁O萱

33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鄭O依

34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康橋國際學校 林口校區 呂O葳

35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屏東縣仁愛國小 王O伊

36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民富國小 呂O筠

37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北門國小 張O倢

38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曙光國小 洪O晨

39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中山國民小學 連O婕

40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七賢國小 陳O妡

41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信義國民小學 曾O芩

42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紅毛港國小 黃O卉

43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張O齊

44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賴O妘

45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大成國小 陳O琳

46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吳O騏

47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小學 黃O瑄

48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立網溪國民小學 王O羽

49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潘O瑄

50 國小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賴O希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顏O嵐

2 國小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蘇O琳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豐村國小 吳O程

2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廖O億

3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豐村國小 李O誼

4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林O熹

5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李O睿

6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瑞穗國小 白O宇

7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郭O杰

8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豐田國小 洪O程

9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東縣土坂國民小學 田O祥

10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葉O言

11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雲林縣福智國民小學 胡O維

12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李O霖

13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 洪O程

14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竹縣新星國小 魏O杰

15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林O濰

16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楊O煜

17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吳O呈

18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清O琳之介(台北市日僑學校)

19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鄭O辰

20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黃O恩

21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關O新

22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GOrt Wiens

23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彈翻床 顧O仁

24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蘇O煬

25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詹O宇

26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謝O叡

27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O蔚

28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涂O哲

29 國小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O廷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陳O殷

2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邱O希 (龍安國小) 

3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曾O庭

4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陳O安

5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翻滾王體操俱樂部 劉O歆

6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小 徐O禎

7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小學 張O瑚 

8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星語體操體適能教室 顏O璇

9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星語體操體適能教室 蔡O婷

10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劉O瑄

11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星語體操體適能教室 陳O卉

12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豐村國小 王O娟

13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曲O儀

14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高O棠

15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張O頤

16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劉O嫣

17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陳O瑜

18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蔡O昀

19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林O柔

20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小學 林O寬

21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七賢國小 謝O瑄

22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登發國民小學 王O荑

23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弄舞運動空間 林O嫣

24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弄舞運動空間 蔡O希

25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劉O嫻

26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王O婕

27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金O若

28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陳O

29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 徐O璐

30 國小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 徐O婕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二年級女子公開組 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O琇

2 國小二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陳O昕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林O川

2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賴O安

3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永安國小 胡O維

4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吳O希

5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楊O潔

6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戴O賦

7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武O業

8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劉O樂

9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吳O恩

10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O齊

11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 劉O翊

12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劉O濬

13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蕭O宸

14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周O林

15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竹市建功國小 汪O樂

16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陳O寧

17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東縣大鳥國小愛國埔分校 高O帆

18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施O睿

19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楊O丞

20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O碩

21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翁O勳

22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黃O勳

23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小 林O植

24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O緯

25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毛O霖

26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阮O宇

27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余O昕

28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小學 詹O碩

29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陳O庠 

30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梁O尹 (光復國小) 

31 國小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朱O丞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立三民國小 吳O瑄 

2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 卓O慧

3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洪O潔

4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屏東縣彭厝國小 陳O昀

5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蘇O涵

6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林O安

7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福陽國小 劉O君

8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龍華國民小學 林O存

9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林O妤

10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陳O家

11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小學 許O芯

12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鎮昌國民小學 邱O彤

13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光武國民小學 莊O欣

14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諸O淳

15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蔡O安

16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廖O晴

17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國語實小） 謝O希

18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賴O妍

19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鄭O晴

20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陳O心

21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王O筑

22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陳O信

23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侯O恩

24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詹O恩 

25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呂O瑩 (台北市興雅國小) 

26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簡O心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雙

語部)

27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葉O語 

28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劉O涵

29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 尤O殊

30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陳O彤

31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李O宸

32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建功國小 汪O愛

33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北門國小 周O

34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杉O安

35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北市溪山實驗國小(神氣小虎) 賴O坤

36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陳O溱

37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唐O緹

38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黃O柔

39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吳O蕎

40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大成國小 陳O淇

41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張O禎

42 國小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李O晏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立汝鎏國小 江O燊

2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瑞穗國小 白O維

3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 豐原區豐村國小 王O翔

4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星語體操體適能教室 張O翔

5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公正國小 李O霖

6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勝利國民小學 胡O碩

7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東縣賓茂國民小學 許O軒

8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許O之

9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黃O端

10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許O甯

11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艾亞郡有限公司 王O天

12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林O宸

13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林O潼

14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FUN體操 賴O瑋

15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蘇O安

16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魏O珅

17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王O翔

18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邵O騰 (台北美國學校) 

19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阮O唯 (台北市西松國小) 

20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廖O羽(台北市仁愛國小) 

21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吳O義

22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吳O祐

23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曾O龍

24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古O羽

25 國小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吳O倫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三年級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葉O禮銳

2 國小三年級男子公開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柳O禎

3 國小三年級男子公開組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薛O華

4 國小三年級男子公開組 台東縣土坂國小 田O恩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三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徐O馨

2 國小三年級女子公開組 東大附中小學部 林O甯

3 國小三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李O寧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O耘

2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KG運動學園 陳O希

3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李O霏

4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李O芸

5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O婕

6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李O靚

7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蔡O妍

8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張O薇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

學部)

9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林O棠(台北市立三民國小) 

10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謝O芫 (歐洲國際學校 ) 

11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曾O恩(雙峰國小) 

12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徐O庭 (台北市金華國小) 

13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O芮

14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王O潔

15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林O誼

16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李O榆

17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黃O芊

18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曲O慧

19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陳O璇

20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李O羚

21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連O心

22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黃O宸

23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白O安

24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石O華

25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李O予

26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呂O娮

27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楊O瑜

28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侯O恩

29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三民國小 許O彧

30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縣新星國小 魏O絨

31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部巫O萱

32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建功國小 張O琁

33 國小四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載熙國小 楊O侑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萌奇快樂體操 楊O翔

2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 王O緯

3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蔡O豐

4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O瑒

5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張O睿

6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許O釉

7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張O庠

8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李O凱

9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北市東門國小(神氣小虎) 賴O嘉

10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林O維

11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張O睿

12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林O騰

13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黃O勝

14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東縣賓茂國民小學 周O浩

15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竹市三民國小 李O九

16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陳O綸

17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小 徐O泰

18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屏東縣信義國小 陳O熙

19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集美國小 童O駿

20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潘O州

21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潘O霖

22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小學 黃O禹

23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湯O(健康國小)

24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陳O霆(台北市博愛國小)

25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劉O辰(台北市博愛國小)

26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吳O宸

27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王O沛

28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周O興

29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豐村國小 尤O淮

30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富春國小 林O洆

31 國小四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傅O翔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四年級男子公開組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 方O權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四年級女子公開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周O如

2 國小四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O希

3 國小四年級女子公開組 台北市福林國小 朱O心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謝O霖

2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洪O晏

3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星語體操體適能教室 張O皓

4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小 鄭O佑

5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沈O承

6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許O崴 (台北市修德國小) 

7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江O燁 (國語實小) 

8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劉O宇

9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關O豪

10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曹O樂

11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黃O綸

12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陳O律

13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北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賴O安

14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弄舞運動空間 陳O中

15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兔兔熊翻滾教室 楊O同

16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陳O禾

17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鄭O洋

18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北市立農國民小學 莊O晟

19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阮O揚

20 國小五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許O尹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五年級男子公開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許O淯

2 國小五年級男子公開組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民小學 温O叡

3 國小五年級男子公開組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 藍O清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登發國民小學 王O霈

2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曾O茵

3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小學 邱O淇

4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鄭O晴

5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廖O喬

6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翻滾王體操俱樂部 陳O臻

7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蔡O辰

8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寶貝龍兒童運動館 李O恩

9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樂童體操聯盟 陳O瑤

10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O真

11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弄舞運動空間 胡O瑄

12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空氣基因 王O兒

13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大湖國小 葉O晨

14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立汝鎏國小 江O潔

15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劉O沛

16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呂O儀

17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高O綺

18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陳O君

19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O琍 (桃源國小) 

20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張O涵 (康橋國際學校) 

21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林O瑾

22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彭O芸

23 國小五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高O瑜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劉O喬

2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O妍

3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薛O喬

4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邱O安

5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 曹O睎

6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林O岑

7 國小五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李O昕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O軒(鷺江國小)

2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仇O(林口國小)

3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趙O薰(龍安國小)

4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鄧O安(萬芳國小)

5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廖O淇

6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林O妘

7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西門國民小學 陳O雅

8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放逗探索運動館 楊O亘

9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廖O卉

10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紀O竹

11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鄭O庭

12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新莊國民小學 吳O梵

13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柯O瑜

14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樂群國小 羅O婷

15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鄭O柔

16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湯O安

17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徐O露

18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永安國小 胡O維

19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陳O靜

20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羅O瑄

21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林O芳

22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鄭O安

23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蘇O芸

24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丁O雅

25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北門國小 曾O婷

26 國小六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康橋國民中小學 魏O君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呂O諭

2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江O蓁

3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紀O汝

4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 許O淳

5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張O夏

6 國小六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陳O羽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黃O然

2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賴O丞

3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集美國小 童O綸

4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丁O允

5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莊O

6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潘O玄

7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北市敦化國小 鍾O宸

8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張O量

9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李O睿

10 國小六年級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吳O霆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宜蘭縣公正國小 游O旭

2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高O

3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鄭O佑

4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長春國小 許O愷

5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宜蘭縣公正國小 藍O安

6 國小六年級男子公開組 台中市協和國小 陳O諠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蔡O諺

2 國中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陳O(敦化國中)

3 國中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呂O漢

4 國中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葉O銘

5 國中一年級男子一般組 新竹市天主教磐石高級中學 國中部 陳O爵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一年級男子公開組 台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林O民

2 國中一年級男子公開組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劉O樂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台北市大直高級中學國中部 阮O瀚

2 國中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林O淇

3 國中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簡O漾

4 國中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周O綾

5 國中一年級女子公開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胡O菡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明道國中 鄭O芳

2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余O青

3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育賢國中 鄭O錡

4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吳O萱

5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如虎添翼） 冷O恩

6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劉O捷

7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吳O葳

8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粘O心

9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李O晴

10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蔡O庭

11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飛奇兒體操教學系統 黃O琍(民德國中)

12 國中一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體能館 兵O晴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林O婕

2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陳O樂

3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培英國中 馬O棋

4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培英國中 范O瑜

5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曹O心

6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魏O岑

7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丁O淳

8 國中二年級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鮑O妮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二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劉O雅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梁O雄

2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台東縣賓茂國民中學 高O譁

3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黃O程

4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高雄市私立立志中學國中部 吳O恩

5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吳O語

6 國中二年級男子一般組 臺中市立豐原國中 王O鈞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二年級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蕭O倫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三民國中 楊O妮

2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周O汎

3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艾亞郡有限公司 黃O心

4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FEBO飛寶體操 高O琳

5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小大師體操俱樂部 羅O綺

6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鄧O妤

7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台中體操研究室 柯O恩

8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陳O和

9 國中三年級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兔兔熊翻滾教室)洪O育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三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陳O潔

2 國中三年級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鄧O鴻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梁O程

2 國中三年級男子一般組 艾亞郡有限公司 楊O正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國中三年級男子公開組 高雄市岡山國中 賴O祐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高中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林O諾

2 高中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許O晴

3 高中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陳O亞

4 高中女子公開組 佛光山普門中學 吳O蕙

5 高中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曲O亘

6 高中女子公開組 新竹市光復中學 張O予

7 高中女子公開組 佛光山普門中學 黃O捷

8 高中女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許O翎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高中男子公開組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江O利

2 高中男子公開組 萌奇快樂體操 鄧O峮

3 高中男子公開組 萌奇快樂體操 王O晟

4 高中男子公開組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吳O銘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高中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光復中學 石O

2 高中女子一般組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部巫O樺

3 高中女子一般組 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張O珮

4 高中女子一般組 高雄市樹德家商 賴O璇

5 高中女子一般組 豐原高中 王O彤

6 高中女子一般組 新竹市香山高中 李O寧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高中男子一般組 艾亞郡有限公司 陳O儒

2 高中男子一般組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方O浩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 司O秀瑜

2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 張O婕

3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許O琦

4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黃O御慈

5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夢飛體操運動館 黃O堯

6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國立臺東大學 林O妤

7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骨椎傳統整復推拿 游O倖

8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淡江大學 張O庭

9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 蔡O婷

10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骨椎傳統整復推拿 黎O婷

11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蔡O妤

12 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隊 呂O璇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大專社會女子公開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周O琳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Trampoline台北市ft.忍者工廠 吳O霖

2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 顏O儒

3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天母幫 劉O廷

4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羅O欣

5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Trampoline台北市ft.忍者工廠 吳O霖

6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邱O懷

7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AirGene空氣基因 吳O毅

8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艾亞郡有限公司 黃O明

9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中國文化大學 黃O德

10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錢O維

11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神氣小虎 徐O彬

12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新竹市奇樂多幼兒體能館 吳O進

13 大專社會男子一般組 元氣小熊 許O傑

順序 組別 單位 姓名

1 大專社會男子公開組 萌奇快樂體操 魏O軍

2 大專社會男子公開組 國立臺東大學 林O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