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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奐禹 臺北市麗山高中 27 徐佑成 新北市海山高中 57 邱品勝 逢甲大學 81 賴莧和 桃園市南崁高中

2 林鈺翔 臺北市麗山高中 28 葉爵儀 新北市海山高中 58 洪瑋傑 國立清華大學 82 黃庭育 桃園市南崁高中

3 張亞傑 臺北市麗山高中 29 莊富凱 新北市海山高中 59 鄭信彥 國立清華大學 83 林銘益 桃園市南崁高中

4 陳鵬宇 臺北市麗山高中 30 蔡約翰 新北市海山高中 60 謝彥博 國立清華大學 84 劉俊佑 台中市龍津高中

5 林逸菘 臺北市麗山高中 31 馮上恩 新竹市香山高中 61 趙柏諺 國立清華大學 85 范凱崴 台中市龍津高中

6 許豊筠 臺北市麗山高中 32 傅健祥 新竹市香山高中 62 鄭為多 國立清華大學 86 劉家愷 台中市龍津高中

7 陳建宇 臺北市麗山高中 33 吳乾晟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3 洪鼎翰 國立清華大學 87 蔡鎔安 台中市龍津高中

8 王俊凱 臺北市麗山高中 34 丁希賢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4 張才智 國立清華大學 88 謝光宏 台中市龍津高中

9 張凱翔 臺北市成淵高中 35 邱柏銘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5 曾浩廷 國立清華大學 89 林煒凱 台中市大里高中

10 王泓仁 臺北市成淵高中 36 陳冠儒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6 劉景彥 國立清華大學 90 蔣宇栢 台中市大里高中

11 魏孟竑 臺北市成淵高中 37 潘袁仁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7 莊凡詰 國立清華大學 91 蕭群諺 台中市大里高中

12 程宣豪 臺北市成淵高中 38 謝奇軒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8 郭獻文 高雄市仁武高中 92 蔡岷樺 台中市大甲高中

13 黃俊瑋 臺北市成淵高中 39 陳宜龍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9 翁俊丞 高雄市三民家商 93 易東彥 台中市大甲高中

14 許晏銘 臺北市成淵高中 40 張翔雲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0 楊軍 高雄市三民家商 94 洪兆慶 台中市大甲高中

15 劉昶佑 臺北市立大學 41 楊俊祥 國立臺灣大學 71 吳諭澄 高雄市三民家商 95 陳柏豪 台中市大甲高中

16 蔡少慈 臺北市立大學 42 曾韋翔 國立臺灣大學 72 莊凱勝 高雄市三民家商 96 姚奕菁 台中市大甲高中

17 胡家瑋 臺北市立大學 43 張濬 國立臺灣大學 73 黃政熙 高雄市三民家商 97 朱鴻 台中市大甲高中

18 莊博翔 臺北市立大學 44 蔡承均 國立臺灣大學 74 傅政哲 高雄市三民家商 98 周宏蔚 台中市大甲高中

19 林彥廷 新北市南山高中 45 蘇煒倫 國立臺灣大學 75 鄭景泰 高雄市三民家商 99 洪兆甫 台中市大甲高中

20 張作謙 新北市南山高中 46 江庭維 國立臺灣大學 76 劉立文 高雄市三民家商 100 鄭立揚 台中市大甲高中

21 陳奕州 新北市南山高中 47 吳朋為 國立臺灣大學 77 林文祥 桃園市南崁高中

22 王子傑 新北市南山高中 48 許祐禎 國立臺灣大學 78 林柏華 桃園市南崁高中

23 王祥峰 新北市南山高中 49 張育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79 洪禹橙 桃園市南崁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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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胡楷翔 新北市南山高中 50 陳彥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0 范佐庄 桃園市南崁高中

25 孫安仁 新北市南山高中 51 陳彥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6 梁育端 新北市南山高中 52 許峰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3 方栢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4 蔡語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5 楊林少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6 邱承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