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備註

C001 陳○緯 苗栗縣竹南國中

C002 江○瑄 明倫國中

C003 姚○謙 東山高中國中部

C004 林○恩 雲林縣正心中學

C005 李○全 龍井國中

C006 李○全 龍井國中 重複報名

C007 張○銘 清水國中

C008 劉○庭 中港高中國中部

C009 張○貽 中港高中國中部

C010 王○勻 新北市土城國中

C011 張○德 龍井國中

C012 童○琁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

C013 楊○雯 神圳國中

C014 陳○承 台中市沙鹿國中

C015 王○淳 明道中學

C016 李○宣 中興國中

C017 施○廷 臺中市東山高中國中部

C018 巫○倫 溪湖國中

C019 陳○元 雲林縣斗南中學

C020 陳○伃 台中市安和國中

C021 陳○伃 台中市安和國中 重複報名

C022 陳○琳 龍津國中

C023 顏○楨 正興國中

C024 葉○辰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C025 萬○輝 新北市立三峽國中

C026 何○穎 私立嶺東中學

C027 吳○秀 屏東縣東港國中

C028 廖○晨 正心中學初中部

C029 林○妤 台中市大業國中

C030 劉○潔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C031 王○淳 臺中市清水國中

C032 林○羚 臺中市清水國中

C033 林○秀 橋頭國中

C034 林○霆 岡山國中

C035 林○霆 岡山國中 重複報名

C036 林○誼 岡山國中

C037 林○秀 橋頭國中 重複報名

C038 柯○丞 光德國中

C039 龔○妤 屏東大同國中

C040 白○柔 自強國中

C041 周○恩 龍井國中



C042 陳○宜 彰化縣文興中學

C043 黃○翰 鹿港國中

C044 葉○庭 彰化縣永靖國中 取消報名

C045 葉○庭 彰化縣永靖國中

C046 林○岑 龍井國中

C047 林○岑 龍井國中 重複報名

C048 林○岑 龍井國中 重複報名

C049 陳○汝 鳳山區鳳西國中 取消報名

C050 黃○翔 台中市大道國中

C051 陳○蓁 臺中市立大道國中

C052 吳○辰 臺中市明道高中國中部

C053 陳○凰 竹南國中

C054 余○蓁 大華國中

C055 張○安 西苑高中國中部

C056 邱○瑜 中壢國中

C057 梁○云 高雄市光華國中

C058 謝○綺 嘉義市嘉義國中

C059 柯○諭 彰化縣彰泰國中

C060 顏○芳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

C061 趙○弘 台中市明道中學

C062 林○宸 員林國中

C063 王○翔 桃園市立中興國中

C064 楊○榆 羅東國中

C065 黃○瑩 雲林縣東南國中

C066 黃○軒 雲林縣正心中學

C067 吳○緯 嘉義市蘭潭國中

C068 吳○德 嘉義市蘭潭國中

C069 楊○詮 明道中學

C070 蔡○晏 台南市立麻豆國中

C071 呂○安 新莊國中

C072 陳○妤 義學國中

C073 曾○晨 新莊國中

C074 陳○琳 彰化縣明倫國中

C075 林○萱 新北市三峽國中

C076 林○熙 埔里國中

C077 陳○函 宏仁國中

C078 秦○ 南投縣營北國中

C079 王○萱 右昌國中

C080 蔡○庭 楠梓國中

C081 劉○齊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C082 莊○民 南投縣營北國中

C083 林○旭 東山國中



C084 孫○朋 沙鹿國中

C085 徐○慈 居仁國中

C086 郭○喬 惠文國中

C087 郭○喬 惠文國中 重複報名

C088 湯○穎 溪崑國中

C089 陳○妤 草湖國中

C090 林○宇 臺中市東山高中附設國中部

C091 林○均 長億國中

C092 陳○禎 長億國中

C093 郭○毅 台北市金華國中

C094 王○紘 台中市豐東國中

C095 周○欣 惠文高中附設國中部

C096 吳○曄 斗六私立正心中學

C097 張○禎 台中崇德國中

C098 楊○瑜 大同國中

C099 黃○妤 漢口國中

C100 廖○芳 豐南國中

C101 王○琳 員林市大同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