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組別 備註

1 青溪國中 張凱甯

2 青溪國中 林雅晶

3 青溪國中 張丞甯

4 青溪國中 吳梁平

5 大崙國中 李于欣

6 大崙國中 詹旻恩

7 大有國中 江文晴

8 桃園國中 吳宥蓉

9 桃園國中 金楚薰

10 桃園國中 洪薇鈞

11 桃園國中 張旅

12 大華中學 王之佑

13 大華中學 賴柏諭

14 大華中學 顏子涵

15 大華中學 傅冠得

16 龍興國中 麥沛妮

17 龍興國中 傅思綺

18 龍興國中 龔莉涵

19 龍興國中 陳嘉妤

20 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莊采穎

21 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許弘嘉

22 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傅冠瑀

23 康萊爾國民中小學 韓璿

24 慈文國中 賴重佑

25 慈文國中 李秉蓉

26 慈文國中 柳芊伃

27 慈文國中 薛暐翰

28 平南國中 陳妍

29 內壢國中 姚詩璽

30 內壢國中 劉宓

31 內壢國中 朱泳臻

32 內壢國中 張甄育

33 經國國中 謝昀安

34 經國國中 趙苡杉

35 經國國中 鄭襄蓉

36 經國國中 張揚侑

37 同德國中 陳奕亘

38 同德國中 葉莉芸

39 同德國中 余姝嫻

40 同德國中 戴綾靚

41 大竹國中 王靖茵

42 大竹國中 鄭苡萱

43 大竹國中 趙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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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溪國中 潘亮妤

45 大溪國中 陳誼荷

46 大溪國中 簡郁恩

47 瑞坪國中 張庭甄

48 瑞坪國中 李宗諺

49 瑞坪國中 鄭善云

50 東興國中 林宥丞

51 東興國中 賴宥蓁

52 東興國中 黃潘玟伃

53 東興國中 賴廷典

54 東安國中 吳玥慧

55 東安國中 戴愷昀

56 平興國中 葉庭語

57 平興國中 林致均

58 平興國中 胡睿芯

59 平興國中 楊媄茵

60 福豐國中 陳音宇

61 福豐國中 陳禹彤

62 福豐國中 李唯嘉

63 福豐國中 黃怡蓁

64 石門國中 黃冠捷

65 石門國中 劉妤姍

66 石門國中 林堉軒

67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王馨羽

68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林崇楷

69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劉玨綸

70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施妍安

71 自強國中 劉語涵

72 自強國中 鄧兆芩

73 自強國中 韓家琪

74 凌雲國中 楊紫亭

75 凌雲國中 游芝縈

76 凌雲國中 陳翊瑄

77 凌雲國中 許天穎

78 復旦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俞俊安

79 復旦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張慶齊

80 復旦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馮逸恩

81 觀音高中國中部 溫旺棕

82 平鎮國中 呂襄

83 平鎮國中 林綉琳

84 平鎮國中 曾臆竹

85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温子宥

86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高孟辰

87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許巧叡



88 幸福國中 李珮語

89 幸福國中 陳柏豪

90 幸福國中 黃昱豪

91 幸福國中 楊皓宇

92 龍潭國中 余立均

93 龍潭國中 洪少安

94 龍潭國中 陳冠禎

95 龍潭國中 陳韻如

96 龜山國中 呂家妤

97 龜山國中 何欣霖

98 龜山國中 黃貞螢

99 六和高中國中部 龍霈恩

100 六和高中國中部 葉倢羽

101 六和高中國中部 許辰熙

102 六和高中國中部 顏伶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