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茹 三民高中 高三 

 

陳○廷 大甲高中 高三 

 

林○宇 大同高中 高一 

劉○逸 大同高中 高一 

王○瑜 大同高中 高二 

吳○芸 大同高中 高二 

寇○伶 大同高中 高二 

林○馨 大同高中 高二 

張○家 大同高中 高二 

詹○晴 大同高中 高二 

林○妤 大同高中 高二 

陳○安 大同高中 高二 

黃○琪 大同高中 高三 

 

郭○沄 大直高中 高二 

邱○傑 大直高中 高三 

郁○軒 大直高中 高三 

黃○翔 大直高中 高三 

邱○霖 大直高中 高三 

 

張○婕 中崙高中 高一 

陳○云 中崙高中 高一 

詹○慈 中崙高中 高一 

范○維 中崙高中 高一 

宋○婕 中崙高中 高一 

顏○傑 中崙高中 高二 

陳○瀅 中崙高中 高三 

蔡○渝 中崙高中 高三 

陳○偉 中崙高中 高三 

黃○堯 中崙高中 高三 

馮○庭 中崙高中 高三 

田○豪 中崙高中 高三 

石○鑫 中崙高中 高三 

林○萱 中崙高中 高三 

李○蓁 中崙高中 高三 

陳○偉 中崙高中 高三 



林○樺 中崙高中 高三 

毛○安 中崙高中 高三 

施○如 中崙高中  高三 

葛○豪 中崙高中 高三 

王○涵 中崙高中 高三 

葉○瑋 中崙高中 高三 

王○心 中崙高中 高三 

吳○儀 中崙高中 高三 

沈○羽 中崙高中 高三 

廖○荃 中崙高中 高三 

曾○煒 中崙高中 高三 

蕭○元 中崙高中 高三 

林○軒 中崙高中 高三 

雷○安 中崙高中 高三 

顏○湘 中崙高中 高三 

沈○儒 中崙高中 高三 

林○葇 中崙高中 高三 

楊○安 中崙高中 高三 

李○樺 中崙高中 高三 

黃○嘉 中崙高中 高三 

郭○宏 中崙高中 高三 

林○穎 中崙高中 高三 

陳○宇 中崙高中 高三 

林○慧 中崙高中 高三 

楊○羽 中崙高中 高三 

王○任 中崙高中 高三 

廖○宜 中崙高中 高三 

劉○瑄 中崙高中 高三 

徐○淳 中崙高中 高三 

孔○傑 中崙高中 高三 

謝○修 中崙高中 高三 

李○倫 中崙高中 高三 

傅○諾 中崙高中 高三 

徐○星 中崙高中 高三 

陳○元 中崙高中 高三 

李○儒 中崙高中 高三 

嚴○綺 中興附中 高一 

黃○晴 中興附中 高一 



廖○謙 中興附中 高一 

 

蔡○亞 中壢高中 高二 

陳○廷 中壢高中 高二 

 

徐○翎 內壢高中 高三 

 

江○穎 文華高中 高一 

 

陳○ 文藻外語 高二 

 

陳○ 斗六高中 高二 

 

劉○婕 北一女中 高一 

楊○欣 北一女中 高一 

張○婕 北一女中 高一 

呂○友 北一女中 高一 

李○妮 北一女中 高一 

闕○儀 北一女中 高一 

廖○妤 北一女中 高一 

呂○樺 北一女中 高一 

王○婷 北一女中 高一 

方○婷 北一女中 高一 

廖○萱 北一女中 高一 

許○雯 北一女中 高一 

林○萍 北一女中 高一 

李○儀 北一女中 高一 

方○婷 北一女中 高一 

江○婕 北一女中 高一 

施○璇 北一女中 高一 

邱○兒 北一女中 高一 

林○岑 北一女中 高二 

張○瑀 北一女中 高二 

陳○涵 北一女中 高二 

江○叡 北一女中 高二 

劉○莎貝 北一女中 高二 

黃○臻 北一女中 高二 

鄭○玟 北一女中 高二 



蕭○瀅 北一女中 高二 

 

廖○喆 台中一中 高二 

陳○彥 台中一中 高二 

陳○翔 台中一中 高三 

白○佑 台中一中 高三 

 

陳○宏 台中二中 高二 

 

陳○怡 台中女中 高二 

 

侯○祐 台東高中 高二 

 

洪○維 台南一中 高二 

 

吳○恒 台南二中 高一 

黃○德 台南二中 高二 

樂○廷 台南二中 高二 

林○盛 台南二中 高二 

 

黃○宇 台南女中 高三 

徐○家 台南女中 高三 

廖○吟 台南女中 高三 

黃○淳 台南女中 高三 

 

江○潔 正心中學 高一 

楊○慶 正心中學 高一 

連○靚 正心中學 高一 

連○鈞 正心中學 高一 

陳○學 正心中學 高二 

 

許○育 成功高中 高二 

 

林○誠 百齡高中 高三 

 

楊○芸 竹北高中 高二 

 

王○鈞 東山高中 高二 



黃○萱 武陵高中 高三 

徐○毅 武陵高中 高三 

陳○妤 武陵高中 高三 

蔡○筑 武陵高中 高三 

陳○廷 武陵高中 高三 

 

張○軒 花蓮高中 高二 

鄒○均 花蓮高中 高二 

 

劉○如 長榮中學 高二 

王○翔 長榮中學 高三 

周○筑 長榮中學 高三 

邱○硯 長榮中學 高二 

 

朱○茵 屏東女中 高二 

 

許○豪 屏東高中 高二 

 

黃○儀 建功高中 高二 

謝○ 建功高中 高二 

 

許○航 建國中學 高一 

陳○霖 建國中學 高一 

陳○詮 建國中學 高二 

 

侯○萱 家齊女中 高二 

 

吳○洋 師大附中 高一 

蔡○哲 師大附中 高二 

 

楊○倫 馬公高中 高二 

 

徐○青 高師附中 高二 

 

蔡○妍 高雄女中 高一 

張○翎 高雄女中 高一 

許○茹  高雄女中 高一 

石○瑄  高雄女中 高一 



洪○宸 高雄中學 高一 

葉○掄 高雄中學 高一 

蔡○軒 高雄中學 高一 

陳○嘉 高雄中學 高一 

蔡○因 高雄中學 高一 

鄭○捷 高雄中學 高一 

郭○睿 高雄中學 高一 

鄭○齊 高雄中學 高一 

丁○中 高雄中學 高一 

李○毅 高雄中學 高二 

許○豪 高雄中學 高二 

賀○堯 高雄中學 高二 

姚○汶 高雄中學 高二 

張○廷 高雄中學 高三 

吳○陞 高雄中學 高三 

 

  

張○禎 基隆女中 高一 

張○禎 基隆女中 高一 

 

鄭○榆 崇光女中 高一 

 

鄭○蓉 康橋雙語 高一 

王○ 康橋雙語 高一 

 

石○瑄 復華中學 高一 

 

黃○婷 景美女中 高一 

 

張○榕 新竹女中 高二 

 

高○芳 義民高中 高三 

 

張○樺 聖功女中 高一 

林○容 聖功女中 高一 

蘇○芸 聖功女中 高一 

葉○方 聖功女中 高二 

曾○棻 聖功女中 高二 

吳○萱 聖功女中 高二 



黃○嫣 聖功女中 高二 

陳○ 聖功女中 高二 

徐○雅 聖功女中 高二 

陳○深 聖功女中 高二 

陳○廷 聖功女中 高二 

黃○嫻 聖功女中 高二 

 

蔡○嫺 道明中學 高二 

李○ 道明中學 高二 

 

賴○任 僑泰高中 高三 

賴○韻 僑泰高中 高三 

 

陳○奕 嘉義女中 高二 

黃○瑜 嘉義女中 高三 

 

林○慶 嘉義高中 高三 

 

賴○君 彰化女中 高二 

王○嵐 彰化女中 高二 

 

王○麒 臺南一中 高二 

 

鄭○玟 臺南女中 高二 

 

江○傑 鳳山高中 高一 

 

許○倫 磐石高中 高二 

陳○龍 磐石高中 高三 

 

胡○倩 曉明女中 高一 

王○涵 曉明女中 高一 

王○雅 曉明女中 高一 

周○伶 曉明女中 高一 

 

陳○伶 樹林高中 高三 

田○宇 樹林高中 高三 

 

  



楊○琪 薇閣中學 高一 

簡○怡 薇閣中學 高一 

鄭○昕 薇閣中學 高一 

莊○萱 薇閣中學 高一 

吳○容 薇閣中學 高一 

温○芃 薇閣中學 高一 

吳○頤 薇閣中學 高一 

周○蓉 薇閣中學 高一 

曾○雯 薇閣中學 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