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得獎名單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得獎名單（北區） 

一等獎：188 分（含）以上計 13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11035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徐得眾 胡世強 

10117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林書荷 聶伊華 

10120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張慧莉 李志政 

10608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張毓瑈 蘇蔚芬 

11113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黃芊語 劉昱成 

11002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昱廷 胡世強 

11102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蔣定言 陳俐樺 

11304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楊士葶 林韋瑜 

1012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李修齊 陳毓敏 

11108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陳柏均 宋瑋瑋 

11023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程朗 胡世強 

1112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林子安 羅昶騰 

11305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何孝洋 周思余 

二等獎：176 分（含）～186 分（含）計 30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10903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陳奕元 崔晏寧 

11009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朱鈜旭 陳毅雄 

11116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柯絲昀 張祥玫 

10636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鄭益安 李念慈 

10908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黃丞軒 黃惠婷 

11033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威宇 宋皓文 

11303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林韋旭 陳慧芳 

10907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周萬泰 王信斌 

10916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蔡星杰 陳秋好 

11025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葉子毅 胡世強 

11105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江以安 林珮萍 

11107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黃靖媛 顏如美 

11119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李威志 施雅格 

10122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林媱 聶伊華 

10321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丁瑞安 邱珍玉 

10604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詹以安 李念慈 

10702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樊昊 劉靜怡 

10832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李沛頎 徐建國 



10136 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司徒冠岑 李亞軒 

10801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劉彥甫 楊成勛 

11120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宋育銓 鍾寧 

11130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李新一 宋瑋瑋 

11206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孫百麟 吳秋慧 

10419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吳長紘 歐行靜 

109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許薫尹 廖子瑩 

10923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陳冠丞 時雪煒 

11034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林佳妤 盧韻芳 

11111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鄭順允 黃欣瑜 

11126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廖彥驊 李佳軒 

11215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夏宇柔 張瓅今 

三等獎：160 分（含）～174 分（含）計 38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10116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校   梁家齊 陸芳怡 

10824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何奇予 徐建國 

11123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劉維中 宋瑋瑋 

11132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詹尉佐 胡世強 

11134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紀芃華 謝智傑 

11219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等學校 唐暄育 王舒葳 

10132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王順寶 江欣蓉 

10220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吳祐宜 蔡叔樺 

10617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車昱儒 李念慈 

10733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潘玥 劉靜怡 

11220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葉佳樂 張瓅今 

10124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李沛妍 江欣蓉 

10413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張境舞 陳筑筠 

10526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許捷元 林怡甄 

109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張志嘉 廖子瑩 

1092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李軒亦 廖子瑩 

11013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侯姵宇 黃秋燕 

11117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彭心儀 温秀玲 

10331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黃兆陽 邱珍玉 

11008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宗安 胡世強 

11136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王子銜 宋瑋瑋 

11317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黃韋杉 徐家偉 

10611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吳沛恩 李念慈 

10634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陳奕安 張玉人 

10815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曾子祐 王婷宇 

10820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張念真 彭伊珍 



10930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蔡達宇 黃惠婷 

11103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陳畇安 謝雨軒 

11122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柯泓睿 張秀帆 

11316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王裕翔 徐采晨 

10223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游信彥 羅揚翔 

10627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白昕宸 楊棍村 

10705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 劉艾庭 尤建元 

11118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陳安衡 陳秀蘭 

10127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校       李宣融 李雅琳 

10927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滿甜美 陳秋好 

11101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吳其諺 陳秀蘭 

11214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顏思騰 卓芳綺 

佳作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10119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侯妃娜 王茜儀 

10308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白恩一 呂采芬 

10513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張詠欣 張瀅蕙 

10603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張豐安 張玉人 

10630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周雅正 李念慈 

11028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陳衡昱 嚴紫瑜 

11321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賴晨瀚 甯冠婷 

10330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康芝晴 張瓊之 

10129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趙志僖 駱貞全 

10534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游博聿 許純華 

10614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宋宸易 楊棍村 

1111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趙元綾 李尹軒 

11135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簡千翔 李佳樺 

10504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曾紫璠 李湘涵 

10623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張子恩 蘇蔚芬 

10905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陳芊卉 楊舒涵 

11016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劉秋采 廖芷櫻 

11125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林智恩 李佳樺 

10432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邱郁雯 陳美如 

10520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陳莘霏 詹芙娟 

10621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黃繹哲 楊棍村 

109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白承翰 廖子瑩 

10934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陳珏睿 楊舒涵 

1093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葉安之 廖子瑩 

10214 時雨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李佳修 莊偉祥 

10402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楊詠馨 王韻筑 



10501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江晨豪 林宜靜 

10507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李名晉 黃耀璋 

10906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葉恩綺 陳志昂 

11024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羅令幃 陳志昂 

11226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王翊軒 吳欣怡 

11315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許以欣 徐采晨 

10510 中道學校財團法人宜蘭縣中道高級中學 吳沛瑾 邱舒琦 

10631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姜泠如 楊棍村 

10719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彭子芸 魏宏軒 

11001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高博允 曾雁文 

11027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戴若妍 鄺宇亭 

11115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吳東叡 蔡必箴 

11224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等學校 侯熙玠 王舒葳 

10609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黃毓均 楊棍村 

10729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陳廷羽 陳惠君 

11228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吳俊霆 林學誼 

10323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劉尚玲 李美賢 

10424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吳宗翰 歐行靜 

10812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陳楷中 王澤惠 

109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何寬霆 廖子瑩 

10914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胡博崴 陳秋好 

11029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呂宗燁 陳志昂 

10421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吳庭文 陳奕君 

10612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郭爵安 張玉人 

10706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邱敬詠 劉靜怡 

10805 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 羅仕軒 柳慧萍 

10826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黃俐諺 王婷宇 

109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龔益弘 廖子瑩 

11026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簡安琪 張怡琦 

11236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許濬德 林嘉紋 

10230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張品堯 黃逸婷 

10233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蕭彥庭 林敬恩 

10516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蔡孟學 宋仁正 

10602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黃子維 鄒巧筑 

10324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廖子龍 林敬恩 

10901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蔡承叡 賀道啟 

1093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吳禹辰 廖子瑩 

11217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葛承諺 袁正玉 

10433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黃紹愷 王韻筑 

10531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李慧觀 李湘涵 

10607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葉冠成 張玉人 



10714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羅上豪 王晶瀅 

11003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胡在安 鄭筱瑩 

11014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劉宸瑋 王淑貞 

11208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陳玟翧 盧慧娜 

11218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汪庭安 張瓅今 

11225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張郁姍 吳秋慧 

11320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李易興 甯冠婷 

10205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謝欣恬 陳詩慧 

10512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徐愛婷 張瀅蕙 

10530 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邱子語 余美君 

10723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謝安 黃筱薇 

10804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倩敏 王富美 

10829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徐睿妤 王雅玲 

10933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呂文琦 陳志昂 

11010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李元中 方毓聖 

11015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柯頤夢 曾雁文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得獎名單（中區） 

一等獎：188 分（含）以上計 5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20635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張童童 龔怡禎 

20719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何達允 施富敏 

20715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温志勝 施富敏 

20821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曾奕翔 徐翠瑛 

20724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黃睿里 邱櫻慈 

二等獎：176 分（含）～186 分（含）計 18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20115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陳品睿 許昱萱 

20632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林恩丞 林允中 

20720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蘇昱名 施富敏 

20804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何紹愷 李惠君 

20822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羅煒竣 蕭雯 

20103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蘇願澄 羅彥婷 

20602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張哲舞 龔怡禎 

20609 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 施呈翰 曾慰憶 

20729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葉承昀 邱櫻慈 

20606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馬翊馨 龔怡禎 

20625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周鈺恩 龔怡禎 



20633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林芳宇 龔怡禎 

20202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呂俊葳 林慧貞 

20435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游惟婷 黃鈺棻 

20136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傅唯輔 邱玉冬 

20726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李安 邱櫻慈 

20827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周佳瑩 陳虹雯 

20836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黃聖崴 柯禹含 

三等獎：160 分（含）～174 分（含）計 23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20423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尤子晨 李依真 

20425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黃致翰 李依真 

20816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陳奕妡 盧冠豪 

20828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林科源 廖珮如 

20732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陳夢凡 龔怡禎 

20817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吳丞桓 李惠君 

20916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蔡佩岑 李宜軒 

20912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李奕朗 李宜軒 

20825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鄭鼎譯 曾祥芬 

20308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黃苡榕 宋麗碧 

20814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魏敏安 王琇嫻 

20818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詹詠亘 巫彰瑜 

20905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蔡正新 游舒評 

20630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陳楷沅 王貞慧 

20807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姮宇 巫彰瑜 

20906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林書涵 鄭仁隆 

20733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許治衡 劉俞辰 

20805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何昀芳 蔡懿馨 

20126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黃煖絜 許昱萱 

20323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陳彥碩 宋麗碧 

20405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黃耀禾 蔡紫芸 

20424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林燕玟 林怡光 

20811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江柏賢 曾詠善 

佳作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20409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蘇啟銨 蔡紫芸 

20420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張維庭 林怡光 

20616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高子蕎 李冠儒 

20626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謝智帆 陳富琪 

20706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楊凡豫 彭畢春 



20803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子安 巫彰瑜 

20913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林詩穎 李宜軒 

20915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蔡福謙 李宜軒 

20128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卓岱為 邱玉冬 

20722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蘇宇同 甘筱閔 

20831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何懿軒 詹孟桂 

20736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陳柏曦 章嘉珍 

20810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林芷瑄 李惠珍 

20227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王秉中 林嘉信 

20535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高寀袗 曾國彰 

20705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李宇恩 張心瑀 

20809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孫意涵 方安華 

20225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許思齊 謝怡珣 

20427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彭致熙 蔡紫芸 

20917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陳愛愛 李宜軒 

20208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莊秉倫 于欣平 

20211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黃毓庭 林曉慧 

20419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佩君 林怡光 

20217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王彥澄 楊素芬 

20417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李浚誼 張宏毅 

20908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黃奕翔 殷本韶 

20914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黃昱憙 李宜軒 

20101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鄭宇豐 莊閔琪 

20214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琮凱 林嘉信 

20216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蕭多珈 李明珠 

20307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陳宜伶 羅芯茹 

20426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黃忻妤 林怡光 

20608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覃家璿 王貞慧 

20702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林畊鏵 劉俞辰 

20801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簡畢早 紀佳華 

20229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左紫妍 劉麗蓁 

20523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王筳吟 曾國彰 

20205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涂鈞詠 林侑萱 

20220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梁詠詮 劉麗蓁 

20404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蔣理勛 張宏毅 

20727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吳凱元 游雅婷 

20830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陳宇婕 李美蘭 

20613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黃耀陞 謝淑蕙 

20718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世磊 葉家榆 

20728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林冠廷 郭素貞 

20303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李香緹 蔡政樟 



20730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謝柏尉 吳詩嫻 

20833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李東霖 王雲鵬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得獎名單（南區） 

一等獎：188 分（含）以上計 9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30815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林可勛 王儷蓉 

3073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鄭穎祺 黃璦華 

30107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謝婷安 何玉惠 

30210 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黃怡甄 楊俊明 

30607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陳愉 施和興 

3073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莊沐學 尤政國 

30807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黃宇晨 張容榕 

30103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徐嘉蔚 何玉惠 

30502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崔慈恩 黃昭瑞 

 

二等獎：176 分（含）～186 分（含）計 11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30235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郭銘睿 徐乃麒 

30831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 周彥丞 賴怡如 

30112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陳 揚 何玉惠 

30529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廖姿茵 黃郁萍 

3072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黃翔玥 陳怡伶 

30325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尤品妮 張時薰 

30631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鄭硯珣 陳芷文 

30632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楊雅媛 黃鈺婷 

3072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蕭宇廷 梁鳳文 

30335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童郡妤 張時薰 

30808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孫天恩 黃之彥 

 

三等獎：160 分（含）～174 分（含）計 33 人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30333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尤品蓁 張時薰 

30530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陳達遠 黃郁喬 

30536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林柏佑 梁力仁 

30803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蔡侑蓁 張容榕 

30804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 陳姵妤 張簡翠玲 



30519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葉又瑀 武美君 

30533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張雅喬 陳柔含 

30535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陳靖婷 劉哲夫 

307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楊森崴 薛名雁 

30801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洪勻馨 張容榕 

30515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曾冠頤 林妙惠 

30606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 薛淇方 蔡文評 

30812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吳沛潔 王儷蓉 

30826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許昱唐 王儷蓉 

30507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陳映妏 胡正欣 

30516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陳予青 吳向如 

30624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楊季禎 蔡芯昀 

30703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胡振宇 鍾姮萱 

3080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李宥霈 郭書廷 

30226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周頎峰 靳淳韓 

30326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袁明懌 陳秀菊 

30423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高威廉 張銀珮 

30619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江云心 黃鈺婷 

307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陳政毓 吳宗雯 

3073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林致良 黃沛頎 

308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宋家霖 向志豪 

30817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 劉愷威 黃寶萱 

30218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黃㻃維 林中慧 

30301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羅于晴 蔡聖珠 

30526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高采妤 簡鳳儀 

30616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

子高級中學 

陳愛伶 廖尹嬪 

30727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羅珮嘉 楊英如 

30828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 歐柏宜 黃寶萱 

 

佳作 

參賽證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30503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郭彥均 胡正欣 

30818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劉宜瑄 王儷蓉 

3073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陳詩翰 林俊呈 

30829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李函庭 趙薇媗 

30133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許姵暄 甘翊廷 

30508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陳奕亨 李俊文 

30527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侯怡伶 吳向如 

30525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莊傑名 梁力仁 



30811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吳浚楷 劉玟蘭 

30820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閻廷柏 葉孟慧 

30225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陳泰辰 徐乃麒 

30424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田祐僖 李侑玲 

30501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葉威麟 林妙惠 

30509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翁兆逵 林書陞 

30512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蘇柏諺 鍾馨誼 

30605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卓秝仱 廖尹嬪 

30229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劉依蒨 黃淑琪 

30303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洪笙淵 陳秀菊 

30520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蘇以睿 蔡依庭 

30830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張晨均 劉玟蘭 

30328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郭語甜 陳宜婷 

30523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李遠皜 劉哲夫 

3061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陳琬媃 劉麗明 

30628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陳彥叡 吳琬淳 

30126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張杰壯 郭雅葶 

30524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吳佳穎 武美君 

30522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鄭畹千 袁鳳笙 

30604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陳仕亘 吳琬淳 

30615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張亮程 陳可怡 

30712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徐芷媛 黃兪華 

30201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王瑋婕 林中慧 

30302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童郡姮 張時薰 

30306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方喻麟 張時薰 

30514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蘇宇方 吳向如 

30215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林誼婷 靳淳韓 

30307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吳苡瑄 蔡聖珠 

30412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沈柏宏 李金蓉 

30213 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林晏慈 楊俊明 

30404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張繼方 葉家馨 

30705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林彥宇 黃亭瑋 

30714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陳雋旻 翁嘉孜 

30230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劉育安 徐乃麒 

30510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林傳鈞 林書陞 

30203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簡岑宇 林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