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秋季賽國中組 台灣區得獎名單

編號 姓　名 就讀學校 年級 得獎等第
A1006 王思博 台北市明德國小 五 一等獎
A1056 楊涵傑 新竹市光華國中 一 一等獎
A1064 簡伯宇 桃園縣青溪國中 一 一等獎
A2032 李志軒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一等獎
A2083 胡庭曜 新竹市光華國中 二 一等獎
A2130 陳聖元 台北市龍山國中 二 一等獎
A2142 黃上恩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二 一等獎
A2195 羅大烜 台北市敦化國中 二 一等獎
A2202 駱宗杰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二 一等獎
A3030 沈貽婷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一等獎
A3075 許家瑋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一等獎
A3096 黃士庭 桃園縣楊明國中 三 一等獎
B3037 詹裕仁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一等獎
B3043 蔡宜學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一等獎
C2017 郭倍綸 高雄縣鳳西國中 二 一等獎
A1005 李韋翰 台北縣永和國中 一 二等獎
A1009 林志嘉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二等獎
A1035 范祐維 新竹市光華國中 一 二等獎
A1038 翁鈺博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一 二等獎
A1053 黃韋綸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一 二等獎
A1062 賴政優 台北市中正國中 一 二等獎
A2013 江承翰 台北市螢橋國中 二 二等獎
A2026 吳張祺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二 二等獎
A2036 周育正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二等獎
A2040 李昱萱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二等獎
A2086 徐聖修 新竹市光華國中 二 二等獎
A2098 莊孟蒔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二等獎
A2108 陳冠儒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二等獎
A2123 陳奕修 台北市民生國中 二 二等獎
A2139 曾偉綸 台北市敦化國中 二 二等獎
A2141 游捷名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二等獎
A2144 黃子誠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二等獎
A2169 劉奎麟 台北市百齡國中 二 二等獎
A2181 駱韻文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二等獎
A2187 謝宜勳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二 二等獎
A2190 鍾榮哲 台北縣永和國中 二 二等獎
A3023 王仲昀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二等獎
A3041 林育任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二等獎
A3055 洪祥詠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二等獎
A3090 陳毅隆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二等獎
A3110 楊瑩綺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二等獎
A3111 葉子菡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三 二等獎
A3123 劉軒志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二等獎
A3129 謝博丞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二等獎
A3132 鄭傑宇 台北縣中和國中 三 二等獎
A3140 賴翰璋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二等獎
A3144 謝昇達 台北市忠孝國中 三 二等獎
A3150 葉洹君 台北市實踐國中 三 二等獎
B1028 楊佳安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一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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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31 廖冠傑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二等獎
B2024 楊立瑋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二等獎
B2037 謝承穎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二等獎
B3012 林志銘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二等獎
B3038 廖杏安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二等獎
D2013 林皆安 台中市居仁國中 二 二等獎
D3021 廖軒毅 台中市四張犁國中 三 二等獎
E1008 陳伯超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一 二等獎
E2008 林　拓 台南市德光女中 二 二等獎
E2015 施銘杰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二等獎
E2028 陳韋名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二等獎
E2036 鄭文峰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二等獎
E3004 林子喬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三 二等獎
A1001 王鴻瑋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一 三等獎
A1015 何應佑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一 三等獎
A1016 吳尚融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三等獎
A1020 李　鎬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三等獎
A1037 張　祺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三等獎
A1045 陳冠霖 台北市復興中學 一 三等獎
A1049 陳凱傑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三等獎
A1050 揚宜達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一 三等獎
A1052 黃奎鈞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三等獎
A1054 黃善佑 台北市延平中學 一 三等獎
A1055 楊昀達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一 三等獎
A1066 顏友信 台北市景興國中 一 三等獎
A2003 王怡靜 基隆市銘傳國中 二 三等獎
A2007 王璽瑜 宜蘭縣復興國中 二 三等獎
A2016 何思坦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021 吳兆權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三等獎
A2027 吳鳳玲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029 李子文 台北市民族國中 二 三等獎
A2031 宋少輔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034 李孟翰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三等獎
A2043 林佑蒔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44 李意婷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三等獎
A2048 汪郁珊 新竹市光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050 阮北和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三等獎
A2051 周志遠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52 季　澔 台北市金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056 林怡伶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59 林瑋詩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64 夏友宜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三等獎
A2067 林政勳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三等獎
A2068 林昭平 台北市興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071 林敬于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73 梁守辰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088 高若有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二 三等獎
A2089 張元隆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三等獎
A2093 張育瑄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097 梅振群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以上名單依獎第及編號排序，與名次無關



 2002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秋季賽國中組 台灣區得獎名單

A2099 莊智宇 台北縣中山國中 二 三等獎
A2101 陳怡心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103 許夏銘 台北市大直國中 二 三等獎
A2106 許騰中 新竹市光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110 郭乃華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128 陳新翰 台北市中正國中 二 三等獎
A2129 陳毓安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134 傅偉哲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136 曾廷恩 新竹市光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140 曾義秋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三等獎
A2151 黃豊修 台北市再興中學 二 三等獎
A2154 楊昀琪 基隆市銘傳國中 二 三等獎
A2155 楊斯涵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158 詹佩昀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三等獎
A2161 廖惟可 台北市金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165 趙心成 台北市金華國中 二 三等獎
A2166 趙冠博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三等獎
A2171 劉珈吟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三等獎
A2184 戴碩瑩 台北縣永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186 謝　橋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三等獎
A2203 林謙盈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三等獎
A3008 史美圻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16 宋宥融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24 李安泰 台北市螢橋國中 三 三等獎
A3027 李昱錡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三 三等獎
A3028 沈彥汝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33 林東岳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39 周熙凱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三等獎
A3044 林昇誼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48 林偉生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三 三等獎
A3049 林陳駿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三等獎
A3054 柯　競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三等獎
A3069 張銘博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072 曹佐碩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三 三等獎
A3077 郭天鈺 台北市桃源國中 三 三等獎
A3085 陳品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三等獎
A3093 曾上銘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三等獎
A3098 黃士銘 台北市復興國中 三 三等獎
A3100 黃冠儒 台北市民權國中 三 三等獎
A3107 楊竣宇 桃園縣治平中學 三 三等獎
A3109 楊德毓 台北市復興國中 三 三等獎
A3112 詹佳穎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三等獎
A3119 劉光鑫 台北縣中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3130 鄭名淵 台北市百齡國中 三 三等獎
A3136 盧韜仁 台北市敦化國中 三 三等獎
A3141 薛頌儒 台北市景興國中 三 三等獎
B1006 吳宗駿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10 李泓靖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21 莊捷安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30 楊鎮宇 彰化市民生國小 六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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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35 劉珈瑞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41 蕭翰程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44 羅浩瑋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三等獎
B1046 謝蔡豪 台中市居仁國中 一 三等獎
B2001 呂瑋軒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三等獎
B2025 楊宗軒 彰化縣陽明國中 二 三等獎
B2028 歐宸溥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三等獎
B2032 蕭宇倫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三等獎
B2034 賴正培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三等獎
B2036 賴瑞舜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三等獎
B3004 江鈞誠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11 林士軒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18 張哲于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19 陳冠瑋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三 三等獎
B3021 賴彥如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三 三等獎
B3026 許嫈珮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三等獎
B3028 郭丞軒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三等獎
B3032 陳柏嘉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35 楊智鈞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36 謝曜璟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三等獎
B3040 劉佳佳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三 三等獎
B3047 蕭喬軒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B3049 謝枚芳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三等獎
C1008 簡晉佑 高雄縣鳳西國中 一 三等獎
C1009 沈　恬 高雄市左營國中 一 三等獎
C1010 林子暉 高雄市英明國中 一 三等獎
C2008 林孟廷 高雄縣鳳甲國中 二 三等獎
C2025 黃種平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三等獎
C2028 葉士源 高雄縣鳳甲國中 二 三等獎
C3002 王士豪 屏東縣至正國中 三 三等獎
C3008 柯竣洋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三等獎
C3017 葉弘毅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三等獎
C3023 簡妙玲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三等獎
D1004 張凱瑞 台中市居仁國中 一 三等獎
D1009 游景雯 台中市居仁國中 一 三等獎
D2003 余宛蓉 台中市居仁國中 二 三等獎
D2006 何信億 台中市居仁國中 二 三等獎
D2037 黃昱翔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三等獎
D2041 楊傑理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三等獎
D2052 賴胤榤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三等獎
D3009 林群皓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三等獎
D3022 蔣培郁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三等獎
D3029 龔瑋翎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三等獎
E1009 陳春琰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一 三等獎
E1014 盧奕吾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一 三等獎
E1016 戴維佑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一 三等獎
E2003 朱沛全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三等獎
E2005 李俊逸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三等獎
E2007 李貞儀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三等獎
E2014 邱泰翔 台南縣麻豆國中 二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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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0 張昭毅 嘉義縣協同中學 二 三等獎
E2025 陳仕勳 台南市忠孝國中 二 三等獎
E3009 陳季杏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三 三等獎
E3017 歐懿夫 台南市忠孝國中 三 三等獎
A1008 王銘鋒 新竹市光華國中 一 佳作
A1011 江俊緯 台北縣海山國中 一 佳作
A1013 江盛浩 新竹市東門國小 六 佳作
A1014 江智超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佳作
A1019 呂席君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一 佳作
A1022 李岱儒 國立新竹實驗國中 一 佳作
A1031 林記揚 台北縣永和國中 一 佳作
A1044 陳宗辰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佳作
A1057 楊傑凱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佳作
A1060 劉懿慧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一 佳作
A1065 簡桓谷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一 佳作
A1067 羅昌瑋 台北市長安國中 一 佳作
A1069 蘇稟元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一 佳作
A2008 王昱傑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10 石鎧華 台北市龍山國中 二 佳作
A2012 江育旻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19 吳弘正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23 吳厚儒 台北市仁愛國中 二 佳作
A2028 吳鑫餘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30 呂芳瑋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37 李承翰 台北市再興中學 二 佳作
A2038 李冠霆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039 李奕緯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042 林威廷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佳作
A2046 沈　萱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054 林佑蓉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063 林奕杉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069 林柏境 基隆市銘傳國中 二 佳作
A2077 施博元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081 屠澤恩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084 胡竣翔 台北市再興中學 二 佳作
A2090 張顥璇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佳作
A2091 張元耀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092 張志豪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佳作
A2095 張皓禹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115 陳　瑢 台北市螢橋國中 二 佳作
A2118 陳佩琳 台北市蘭雅國中 二 佳作
A2119 陳泓宇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121 陳俊宇 台北市龍山國中 二 佳作
A2124 陳建宏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佳作
A2126 陳淳皓 台北縣秀峰中學 二 佳作
A2131 陳椿宜 花蓮市花崗國中 二 佳作
A2146 黃明凱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147 黃彥銘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150 黃偉晉 台北縣永和國中 二 佳作
A2152 黃豪平 台北縣江翠國中 二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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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59 詹雅琁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162 廖櫻美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167 劉佳濠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168 劉孟謙 台北縣永和國中 二 佳作
A2174 潘彥宇 台北市薇閣國中 二 佳作
A2176 練彥呈 台北市民權國中 二 佳作
A2178 蔡德育 台北縣福和國中 二 佳作
A2179 黎嘉如 基隆市安樂國中 二 佳作
A2182 戴偉修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189 鍾岳霖 台北市復興中學 二 佳作
A2192 簡　婕 基隆市中正國中 二 佳作
A2193 簡彥成 台北市再興中學 二 佳作
A2194 顏士傑 桃園縣石門國中 二 佳作
A3001 甘家豪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佳作
A3004 王　澤 台北市成德國中 三 佳作
A3007 王新元 桃園縣復旦中學 三 佳作
A3009 何書涵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010 朱行健 基隆市建德國中 三 佳作
A3011 江天勤 基隆市安樂國中 三 佳作
A3012 何宗曄 台北市蘭雅國中 三 佳作
A3013 何哲夫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015 呂昇霖 台北市百齡國中 三 佳作
A3018 吳建澄 台北縣永和國中 三 佳作
A3020 吳啟睿 台北市大安國中 三 佳作
A3031 周士涵 台北縣中和國中 三 佳作
A3036 周宣宇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佳作
A3040 林　玥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047 林書羽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057 孫　全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佳作
A3058 徐啟堯 桃園縣復旦國中 三 佳作
A3061 康宇皓 台北市復興國中 三 佳作
A3066 張丞邑 台北市龍山國中 三 佳作
A3076 許潔茹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079 郭嘉興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佳作
A3080 陳弘凱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佳作
A3087 陳紫潔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佳作
A3104 楊如琛 台北縣永和國中 三 佳作
A3108 楊瑄明 台北市西湖國中 三 佳作
A3113 劉倢伶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佳作
A3114 詹新雨 台北市大安國中 三 佳作
A3115 廖宜君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116 廖柏舒 台北縣秀峰中學 三 佳作
A3117 褚柏毅 基隆市二信中學 三 佳作
A3118 劉仕堯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佳作
A3121 劉韋宏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122 劉書硯 台北市蘭雅國中 三 佳作
A3125 潘政翰 台東縣新生國中 三 佳作
A3127 蔡明延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137 蕭　雅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138 賴建廷 台北市金華國中 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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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39 賴穎珍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A3142 謝尹騰 基隆市銘傳國中 三 佳作
A3148 蘇俊達 基隆市中正國中 三 佳作
B1001 文柏儒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02 王芳儀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05 何書賢 彰化縣大同國中 一 佳作
B1008 呂建宏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11 林晉正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18 張 云 彰化縣員林國小 六 佳作
B1019 梁慎桓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佳作
B1024 曾彥勳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26 黃傑暉 彰化縣秀水國中 一 佳作
B1027 黃婷蔚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1032 廖珈鈞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一 佳作
B2003 邱凱楠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04 吳宛柔 彰化縣明倫國中 二 佳作
B2006 江柏昀 彰化縣明倫國中 二 佳作
B2007 張力兒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08 張旭佑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10 張邴淳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13 張景欣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14 張筑莉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17 陳秋苑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22 黃暉凱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26 劉亦玲 彰化縣員林國中 二 佳作
B2035 楊力恆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B2038 魏資融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B3005 吳欣玶 台中市曉明女中 三 佳作
B3006 呂柏孝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15 張佑誠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三 佳作
B3017 張明曜 彰化縣明倫國中 三 佳作
B3022 張碧真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25 許育榮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27 郭文慈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34 黃俞寧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42 蔡宜芳 彰化縣大同國中 三 佳作
B3044 鄭竣鴻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B3045 蕭秉亞 彰化縣員林國中 三 佳作
C1002 莊顗平 高雄市左營國中 一 佳作
C1004 廖信謀 高雄縣鳳山國中 一 佳作
C1005 劉必聖 高雄市英明國中 一 佳作
C1007 謝宛容 高雄縣鳳山國中 一 佳作
C2002 王淇鈴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2005 李牧柔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2011 柯孟竹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2016 許皓銘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2037 薛雅然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2038 謝宜芳 高雄市大仁國中 二 佳作
C3004 沈致軒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佳作
C3012 陳元挺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佳作

以上名單依獎第及編號排序，與名次無關



 2002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秋季賽國中組 台灣區得獎名單

C3015 黃右欣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佳作
C3020 鄭子娟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佳作
C3021 鄭皓中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佳作
C3024 魏瑞倫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三 佳作
D1003 柯婉婷 台中市居仁國中 一 佳作
D1006 陳念嶢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佳作
D2001 王庭軒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04 朱映珊 彰化縣陽明國中 二 佳作
D2005 江文豪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16 林靖淳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17 洪昇平 台中市衛道中學 二 佳作
D2020 張廷嘉 南投縣延和國中 二 佳作
D2023 張斐淳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二 佳作
D2036 黃昱哲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39 黃景芃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48 劉軒宏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二 佳作
D2051 鄭宇亨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2055 謝瀚慶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D3003 吳姿儀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佳作
D3004 李忠翰 台中市立人高中國中部 三 佳作
D3007 林祐任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佳作
D3008 林崇文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三 佳作
D3017 陳芃菎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三 佳作
D3024 鄭　玲 苗栗市建臺中學 三 佳作
D3027 蕭　宇 台中市曉明女中 三 佳作
E1004 翁豪志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1005 張正泓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1017 蘇修平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2010 林冠傑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11 林彥宇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13 邱禹睿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16 范家郡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22 張富菁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29 程坤偉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30 黃竟彰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33 董怡君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2034 廖偉翔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佳作
E2037 顏　寧 台南市建興國中 二 佳作
E3005 林子喬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佳作
E3008 陳宏慎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佳作
E3010 陳柏剛 台南市民德國中 三 佳作
E3011 黃子豪 台南市民德國中 三 佳作
E3014 楊承叡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佳作
E3016 葉家齊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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