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 物理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317 10 林柏佑 優勝 319 17 陳德凱 優勝

217 21 賀祖佑 優勝 319 24 劉翃瑋 優勝

219 5 李承學 優勝 119 16 黃家謙 優勝

119 3 李遠皜 優勝 219 19 陳俋成 優勝

316 29 劉柏暐 優勝 319 18 曾千易 優勝

317 27 鄭仲耘 佳作 備取1 317 2 王梓安 佳作 備取1

217 5 林炘翰 佳作 備取2 219 1 尤柏崴 佳作 備取2

217 24 蔡尚融 佳作 317 5 李柏宇 佳作 備取3

317 21 陳沿霖 佳作 317 29 簡敦賢 佳作

317 25 楊諺昕 佳作 119 8 許祐愷 佳作

217 8 洪庭陽 佳作 219 4 李佳璋 佳作

119 23 戴睿廷 佳作 319 20 黃元楷 佳作

119 22 盧柏廷 佳作 217 18 陳則榮 佳作

217 22 楊智凱 佳作 319 12 俞丞訓 佳作

311 28 蔡沛勳 佳作 311 22 黃定芃 佳作

217 1 王豐凱 佳作

219 11 袁承亨 佳作

110 9 吳晨維 佳作

217 2 吳昆哲 佳作

化學 生物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319 25 劉瓅雯 優勝 317 15 康元輔 優勝

219 10 唐新惟 優勝 119 4 林軒名 優勝

319 23 黃鼎竤 優勝 317 8 林尚豪 優勝

317 22 陳冠綸 優勝 319 22 黃芷宣 優勝

317 26 潘韋廷 優勝 319 26 蔡承恩 優勝

118 12 張丞漢 佳作 備取1 317 23 陳庠豫 佳作 備取1

317 24 黃向暘 佳作 備取2 119 6 高裴凱 佳作 備取2

319 6 周頎霖 佳作 119 10 陳煥為 佳作

317 12 林進階 佳作 315 1 才煒傑 佳作

309 7 李承彥 佳作 219 13 郭奕廷 佳作

317 1 王俊凱 佳作 319 5 沈昱帆 佳作

316 38 蘇培堯 佳作 315 23 游佳峻 佳作

317 11 林禹融 佳作 219 14 郭晏岑 佳作

219 15 陳克秦 佳作 217 10 徐兆廷 佳作

310 14 張宸維 佳作 313 24 陳品澤 佳作

119 14 黃柏維 佳作 209 18 莊承翰 佳作

315 9 李若宇 佳作

315 17 柯俊佑 佳作

317 4 何德祐 佳作

219 22 陳筠佳 佳作

312 21 黃俊瑋 佳作

315 8 李奎昊 佳作

219 25 楊易衡 佳作

217 26 蕭晨佑 佳作

地科 資訊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 備註

219 28 鄧宇晴 優勝 219 03 王淇 優勝

308 27 黃宗軒 優勝 304 18 張晏誠 優勝

310 7 吳睿哲 優勝 217 12 高嘉泓 優勝

118 1 王俊逸 優勝 310 34 羅文謙 優勝

205 30 鄭宇辰 優勝 216 37 顏佑安 優勝

211 2 王元廷 佳作 205 27 蔡子謙 佳作

304 01 方品仁 佳作

208 10 林洹佑 佳作

219 08 林宥廷 佳作

303 27 黃浚誠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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