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林  縉 賴厝國小 郭翔平 大秀國小

唐承瑞 育仁小學 郭翔安 潭陽國小

邱紹齊 新興國小 謝承庭 美國學校

曾品僑 國安國小 黃新家 華盛頓小學

曾竣偉 馬禮遜學校 唐季楚 育仁小學

莊凱睿 馬禮遜學校 邱煒程 新興國小

林光遠 黎明國小 李承祐 南陽國小

黝哈睨.伊斯卡卡夫特 黎明國小 李孟哲 惠文國小

王冠堯 竹林國小 趙光宥 黎明國小

蕭佑誠 黎明國小

鍾崴恆 黎明國小

林柏郡 黎明國小

姓名 學校 劉品陞 南陽國小

葉錦丞 黎明國小 黃珈叡 東新國小

撒璐.伊斯卡卡夫特 黎明國小 管泊藝 東新國小

安密成 黎明國小

蔡鎧丞 仁美國小

陳  佐 塗城國小

蔡秉寰 仁美國小 姓名 學校

鄭玉堂 國光國小

蔡元睿 軍功國小

陳科叡 僑仁國小

姓名 學校 王祥任 瑞穗國小

林文詰 黎明國小 黃楷驛 新平國小

廖大鈞 黎明國小 蘇煜安 黎明國小

張書維 黎明國小 廖亘熠 黎明國小

林書民 黎明國小 賴冠堯 黎明國小

林羽軒 黎明國小 林宏澤 黎明國小

張志睿 黎明國小

林建宇 黎明國小

鄒孟熹 黎明國小

蘇煥祁 黎明國小

鍾立威 南陽國小

劉展睿 南陽國小

張雲立 南陽國小

李世宇 南陽國小

鄧丞恩 南陽國小

許祐嘉 南陽國小

謝政橒 翁子國小

謝政諺 翁子國小

參賽名單

國小1、2年級男單（乙組）

國小3、4年級男單（甲組）

國小3、4年級男單（乙組）

國小5、6年級男單（甲組）

國小5、6年級男單（乙組）

共9人

共6人

共5人

共15人

共21人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林志翰 華盛頓中學 陳奕嘉 豐東國中

陳奕嘉 豐東國中 江承昱 豐東國中

江承昱 豐東國中 王閔玄 華盛頓中學

王閔玄 華盛頓中學 王文昱 中科實中

王文昱 中科實中 陳勇全 東勢國中

李亮達 衛道中學 吳宇哲 東勢國中

黃旬雍 衛道中學 邱峻瑋 東勢國中

張毅弘 北新國中 劉孝安 衛道中學

江翊嘉 北新國中 簡啟源 三光國中

李品泉 安和國中 王  為 大業國中

陳勇全 東勢國中

吳宇哲 東勢國中

劉岳軒 東勢國中

邱峻瑋 東勢國中

劉孝安 衛道中學

簡啟源 三光國中

王  為 大業國中

林言睿 石岡國中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林佳𩓙 華盛頓中學 米冠豪 僑泰中學

鄭齊家 大甲高工 趙堉翔 僑泰中學

張一誠 東山高中 蘇俞安 臺中一中

米冠豪 僑泰中學 楊景翔 臺中一中

邱亭睿 惠文高中 陳泳叡 臺中一中

陳佑奎 惠文高中 王耀銳 臺中一中

王惇賢 豐原高中 林又嘉 臺中一中

蘇俞安 臺中一中 温國荃 臺中一中

楊景翔 臺中一中 林良耕 東山高中

陳泳叡 臺中一中 何彥謙 東山高中

王耀銳 臺中一中 曾翊豪 東山高中

林又嘉 臺中一中 何嘉仁 東山高中

温國荃 臺中一中 廖重翰 東山高中

林良耕 東山高中 洪湘雲 東山高中

何彥謙 東山高中

曾翊豪 東山高中

何嘉仁 東山高中

廖重翰 東山高中

國中男單

高中男單

共18人

高中男雙

共7組

共18人

國中男雙

共5組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羅丞宣 馬禮遜學校 羅丞安 馬禮遜學校

張芸齊 惠來國小 張岑綾 黎明國小

管泊琳 東新國小 張可欣 黎明國小

陳諭楺 東新國小 任蕎宜 黎明國小

林優里 南陽國小

李方甯 南陽國小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謝宛庭 惠文國小 李可晴 美國學校

牛苒炘 黎明國小 王暐寧 華盛頓小學

琺俐絲.伊斯卡卡夫特 黎明國小 張云曦 惠來國小

盧芮岑 華盛頓小學 劉宸宜 黎明國小

林樹里 南陽國小

謝語彤 南陽國小

姓名 學校

李若渝 美國學校

王梓諠 崇倫國中

歐陽昱婷 向上國中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邱沛淇 華盛頓中學 林亞彤 明道中學

林亞彤 明道中學 邱品勻 中科實中

邱品勻 中科實中 黃玉婷 僑泰中學

廖唯硯 臺中女中 陳淑甄 僑泰中學

賴映儒 臺中女中 廖子伶 東山高中

洪湘雲 東山高中 陳思妤 東山高中

廖子伶 東山高中

陳思妤 東山高中

共3人

高中女單

共8人

高中女雙

共3組

國中女單

國小1、2年級女單（乙組）

共4人

國小3、4年級女單（乙組）

共6人

國小5、6年級女單（甲組）

共4人

國小5、6年級女單（乙組）

共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