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秋季賽高中組 台灣區得獎名單

編號 姓　名 就讀學校 年　級 得獎等第
A4010 吳之堯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一等獎
A4081 莫立平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一等獎
A4137 楊耀翔 台北市靜心中學 三 一等獎
A4158 賴俊儒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一等獎
A4164 鄭宇翔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一等獎
A5055 林繼民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一等獎
A5062 洪仕安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一等獎
A5074 馬欣婕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一等獎
A5104 黃全斌 國立新竹實驗高中 三 一等獎
A5127 趙心宇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一等獎
A5166 葉均承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一等獎
C4011 劉必宏 高雄市高雄中學 一 一等獎
C4013 蔡政江 高雄市立志中學 三 一等獎
A4018 吳彥叡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二等獎
A4048 林鈺傑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二等獎
A4054 林玟雅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二等獎
A4062 徐智梵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084 莊曜豪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08 陳韋杉 台北市成功高中 一 二等獎
A4117 曾思婷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二等獎
A4128 葉俊柏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40 廖子懿 台北市中崙高中 一 二等獎
A4153 歐陽奕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62 蔡渝楷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65 鄭翔禧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二等獎
A4171 駱家淮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73 羅翊修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83 顧　銓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二等獎
A4184 龔建榮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二等獎
A4196 張力強 台北市忠孝國中 三 二等獎
A5008 余宗哲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二等獎
A5013 吳雨芹 台北市師大附中 三 二等獎
A5019 宋彥朋 國立新竹實驗高中 三 二等獎
A5027 李明哲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二等獎
A5030 李益年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二等獎
A5033 沈　定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A5040 林挺正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A5053 林敬堯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二等獎
A5057 邱禹睿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二等獎
A5069 徐國鐘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二等獎
A5087 許晉維 台北市成功高中 三 二等獎
A5095 黃道生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A5098 陳學毅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A5117 黃俊諺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A5163 蘇家寶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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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65 曾繁閔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二等獎
C4002 王鈺維 高雄市高雄中學 一 二等獎
E4021 陳柏廷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二等獎
E4025 黃信溢 台南市建興國中 三 二等獎
E5010 林怡妏 國立台南女中 二 二等獎
A4003 石神恩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07 何孟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13 吳宗恆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14 李俊陞 台北縣光仁高中 一 三等獎
A4015 吳承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36 沈博彥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41 林　群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45 林軒羽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50 邱顯壹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52 施任峰 台北市東山高中 一 三等獎
A4055 柯柏宇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56 洪紹洲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三等獎
A4059 胡升鴻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68 高崑峰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69 莊凱壹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三等獎
A4077 張皓鈞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三等獎
A4083 許博皓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93 陳于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098 陳昱宏 台北市內湖高中 一 三等獎
A4099 陳佳盼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00 陳孟逵 台北市建國高中 一 三等獎
A4101 陳怡安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04 陳奕勳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三等獎
A4105 陳彥佑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09 陳翊齊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25 黃正一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30 楊子賢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36 楊恁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47 廖昱棋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三等獎
A4152 劉起超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55 蔡允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56 潘柏諺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三等獎
A4157 蔡文豪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59 蔡昌儒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61 蔡松霖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69 蕭文鈺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A4181 林冠宇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三等獎
A4190 楊　謦 台北市第一女中 一 三等獎
A4192 吳霽庭 台北縣福和國中 三 三等獎
A4195 莊智涵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三等獎
A4198 王琨傑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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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05 王傑生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07 余世堯 台北縣海山高中 二 三等獎
A5009 江政融 台北市成功高中 二 三等獎
A5011 余相甫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21 李文傑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三等獎
A5023 李安盛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38 林廷容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三等獎
A5044 林建佑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三等獎
A5046 林憲平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49 林容瑄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58 高典萱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三等獎
A5060 侯景翰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61 段佳宏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二 三等獎
A5086 許尹東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93 陳信安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094 陳奐廷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三等獎
A5097 陳時霖 台北縣永平高中 二 三等獎
A5099 陳錦賢 台北縣光仁高中 二 三等獎
A5102 黃千峰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09 黃威霖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10 黃胤誠 國立新竹女中 二 三等獎
A5111 黃泰誌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三等獎
A5114 黃國僑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18 葉　彬 國立新竹高中 三 三等獎
A5121 葉品辰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28 劉奎蘭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三等獎
A5134 潘人豪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35 蔡沛羽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三等獎
A5136 謝隆胤 桃園縣治平中學 三 三等獎
A5137 蔡尚儒 台北市薇閣高中 二 三等獎
A5141 鄭宇泰 國立新竹高中 三 三等獎
A5143 簡偉倫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三等獎
A5145 鄭硯仁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50 賴建安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三等獎
A5157 韓喨宇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三等獎
A5159 簡碩宏 台北市成功高中 三 三等獎
A5164 蘇振勇 國立新竹高中 三 三等獎
B4002 王信偉 彰化縣精誠高中 一 三等獎
B4004 古秉承 彰化市精誠高中 一 三等獎
B4043 黃羽緁 國立台中女中 一 三等獎
B4045 詹雅正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B4046 羅元隆 國立新竹實驗中學 一 三等獎
C4004 陳宥任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一 三等獎
C4010 葉仲恆 高雄縣鳳西國中 三 三等獎
C5002 呂哲彥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三等獎
C5005 呂俊賢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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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07 官振傑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三等獎
C5009 林剛玄 高雄市復華高中 三 三等獎
C5013 葉峻嘉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三等獎
C5016 張芸誨 高雄市中山高中 三 三等獎
C5018 張毓軒 高雄市道明中學 三 三等獎
C5028 蔣易霖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三 三等獎
D4005 巫韋德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08 李佩璇 國立台中女中 一 三等獎
D4009 李津佛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11 林　立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14 林佶毅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26 翁肇澤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27 張致維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29 陳彥志 台中市衛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33 張智鈞 國立台中一中 一 三等獎
D4045 黃琦雅 台中市文華高中 一 三等獎
D4060 賴建宏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三等獎
D4061 顏秀禎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三等獎
D5007 陳文豪 國立台中一中 二 三等獎
D5013 吳尚諭 台中縣致用中學 二 三等獎
D5016 李苡嬋 台中市曉明女中 三 三等獎
E4005 林偉博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三等獎
E4012 陳政瑋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三等獎
E4033 盧弘毅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三等獎
E4039 姜博瀚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三等獎
E4040 龔志揚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一 三等獎
E5013 姜凱文 台南縣鳳和中學 三 三等獎
E5029 黃鼎堯 國立台南一中 二 三等獎
A4001 王柏詒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02 孔令瑜 台北市大同高中 一 佳作
A4004 王君如 台北市中崙高中 一 佳作
A4006 吳亭佑 台北縣光仁高中 一 佳作
A4008 何欣翰 台北市第一女中 一 佳作
A4012 吳劭群 台北市麗山高中 一 佳作
A4017 吳俊谷 國立新竹高中 一 佳作
A4020 吳婉瑜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26 呂冠緯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27 李思佳 台北市麗山高中 一 佳作
A4030 李智翔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32 李逸喬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33 周沛毅 台北市麗山高中 一 佳作
A4035 杜佳叡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037 汪孟瑾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038 佟思敏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39 周昕緯 台北縣光仁高中 一 佳作
A4042 林克鍵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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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46 林逸慈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047 林黃凱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佳作
A4049 邱冠中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051 侯天崎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057 洪穎正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64 秦子承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66 翁瑋廷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71 張 萱 台北市和平高中 一 佳作
A4072 涂育誠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74 張峰銘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76 張得威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80 梅承恩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85 許嘉倫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86 許銘麟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佳作
A4089 郭宛瑄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090 陳冠宇 台北市延平中學 一 佳作
A4096 陳盈秀 台北市第一女中 一 佳作
A4102 陳彥旭 國立武陵高中 一 佳作
A4111 陳揚昇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13 陳意雯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15 陳誌緯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20 曾國綸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126 黃昶閔 台北市成功高中 一 佳作
A4132 楊宗憲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33 黃敏書 國立新竹高中 一 佳作
A4134 楊承修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35 楊芷寧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139 董秀容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142 管偉倫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一 佳作
A4144 趙心鈴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51 劉明璇 台北市中山女中 一 佳作
A4163 鄭文慶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70 蕭偉鎮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一 佳作
A4175 譚可筠 國立新竹實驗高中 一 佳作
A4177 簡農軒 台北縣江翠國中 三 佳作
A4188 許柏堯 基隆市二信中學 一 佳作
A4194 陶常恕 國立板橋高中 一 佳作
A5002 王裕宏 台北市東山高中 三 佳作
A5004 陳少昂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佳作
A5010 陳永富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018 宋岳穎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佳作
A5020 李　垚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佳作
A5022 吳思醇 國立新竹女中 三 佳作
A5024 李佳融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佳作
A5026 李怡得 台北市成功高中 二 佳作
A5032 杜奇霖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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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35 卓佳璇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佳作
A5041 林孟佑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043 林冠佑 國立新店高中 三 佳作
A5051 林書維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佳作
A5063 洪君豪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070 徐晨綺 台北市百齡高中 二 佳作
A5072 翁敬閎 台北市建國中學 三 佳作
A5075 涂俊達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076 張宜倩 台北縣永平高中 二 佳作
A5078 許恭銓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佳作
A5082 張道琪 台北市第一女中 二 佳作
A5084 梁偉倫 桃園縣治平中學 三 佳作
A5088 陳俊名 國立板橋高中 三 佳作
A5089 連啟翔 國立新竹高中 二 佳作
A5090 郭啟祥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二 佳作
A5096 陳韋佳 新竹市磐石高中 二 佳作
A5103 黃仲平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106 黃百善 台北市成功高中 二 佳作
A5112 鄞士閔 台北市建國中學 二 佳作
A5116 溫玎薈 國立陽明高中 三 佳作
A5126 熊士豪 台北縣光仁高中 三 佳作
A5129 劉建民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二 佳作
A5133 劉國安 國立新竹高中 三 佳作
A5139 蔡旻宣 國立板橋高中 二 佳作
A5149 賴姿君 國立新竹女中 二 佳作
A5154 謝福謙 台北市薇閣高中 二 佳作
A5167 陳美文 國立新竹女中 二 佳作
B4026 莊捷宇 彰化縣精誠高中 一 佳作
B4031 陳資穎 國立彰化女中 一 佳作
B4044 陳民澤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B5004 林均霖 彰化縣精誠高中 二 佳作
B5006 侯景維 國立台中一中 二 佳作
B5008 張詩平 彰化縣精誠高中 二 佳作
B5009 莊富升 雲林縣崇先中學 二 佳作
B5010 許主隨 台中縣明道中學 二 佳作
B5011 陳宜慶 彰化縣精誠高中 二 佳作
B5016 黃聖瑋 彰化縣精誠高中 二 佳作
C4005 吳高明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 佳作
C4008 林育賢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一 佳作
C4009 陳鏡文 高雄市高雄中學 一 佳作
C5004 朱家葆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二 佳作
C5010 黃才銘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佳作
C5012 邱錦佐 高雄市復華高中 三 佳作
C5021 陳彥亨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三 佳作
C5022 陳富豪 國立鳳山高中 三 佳作
C5024 章芃偉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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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27 歐陽達 高雄市前鎮高中 三 佳作
D4001 何亞奇 苗栗市建臺中學 一 佳作
D4012 林志遠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D4015 林映均 國立台中女中 一 佳作
D4019 古育瑄 國立台中女中 一 佳作
D4020 林鼎原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D4025 張奎亨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佳作
D4040 黃克豪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D4042 黃彥愷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D4055 朱泰永 苗栗市建臺中學 一 佳作
D4059 蕭丞堯 台中縣明道中學 一 佳作
D4062 謝孟叡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一 佳作
D5001 王星翰 國立台中一中 二 佳作
D5002 王柏又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二 佳作
D5005 蔡鳳桐 國立台中一中 二 佳作
D5027 陳尚韋 國立台中一中 二 佳作
D5029 楊絮涵 台中市曉明女中 二 佳作
D5034 劉科達 台中縣華盛頓中學 二 佳作
D5037 蒲楷儒 台中市衛道中學 二 佳作
D5038 陳威綸 台中市衛道中學 二 佳作
D5039 楊朝竣 台中市衛道中學 二 佳作
E4007 侯沛羽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4009 翁萬蓉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4014 張菀馨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一 佳作
E4015 許紋菁 國立台南女中 一 佳作
E4017 陳柏瑜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佳作
E4022 蔡芳旭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一 佳作
E4026 黃家政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一 佳作
E4030 趙育崧 嘉義縣協同中學 一 佳作
E4031 潘欣平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一 佳作
E4037 顏喬林 國立台南一中 一 佳作
E4038 林新彰 台南市新興國中 三 佳作
E5003 王鶴蕙 國立台南女中 二 佳作
E5008 陳建舜 國立台南二中 二 佳作
E5011 林昶廷 台南縣興國中學 二 佳作
E5017 莊賢主 台南縣鳳和中學 二 佳作
E5019 許偉哲 台南縣鳳和中學 二 佳作
E5020 陳俊愷 台南縣鳳和中學 二 佳作
E5024 曾元宏 台南縣鳳和中學 二 佳作
E5027 馮聖壹 台南縣新榮高中 二 佳作
E5028 黃子珊 台南縣興國中學 三 佳作
E5033 蔡秉儒 國立台南一中 二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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