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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獎第一名 B53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光年蘿蔔火車 賴怡旬 柯彥竹 童郁菁 何袗秀

大會獎第二名 B38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SCP基金會 張育甄 楊恩瑄 林士凱 王月妤

大會獎第二名 B0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自然組 游宗憲 蕭以晴 柯怡成 陳譓筑

大會獎第二名 B06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CourBge 柯瑞龍 張暄 呂芷茵 鄭雅璟

大會獎第三名 B39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台灣大車隊 柯瑞龍 林皓澤 史學文 胡菀蓁

大會獎第三名 B05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1+1=0 賴怡旬 林芷榆 廖栩緯 戴湘玲

大會獎第三名 B3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衛生紙不夠用隊 游宗憲 林宥呈 王有庠 王振崎

大會獎第三名 B34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磐石高中B 胡漢杰 張庭碩 張君豪 林珈揚

大會獎第三名 B48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麵包超人騎著嗡嗡叫的烏龜 游宗憲 傅鈺程 林芷伃 翁彰鍵

大會獎第三名 B26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柯瑞龍 劉家誠 高翊峻 許弘穎

大會獎第三名 B45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史上最猛香蕉變色龍 柯瑞龍 吳庭瑋 陳姵華 郭品君

大會獎第三名 B49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我們的指導老師家齊霹靂可愛 劉家齊 許景翔 廖于葆 林華晉

大會獎第四名 B24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108光之黑少女 郭明憲 邱芊卉 蔡佲蓉 林芷榆

大會獎第四名 B17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非我莫屬 王仁甫 施昶宇 黃可樂 王星智

大會獎第四名 B40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3缺1也不怕你 黃士綱 黃采柔 曾郁婷 林昕儒

大會獎第四名 B42 國立苗栗高中 碧色珍珠音調 朱信河 徐旭亭 徐昕宇 張晉源

大會獎第四名 B11 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黃金級的SKR TEBM 劉家齊 吳冠瑾 吳道為 李晏湘

大會獎第四名 B54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傑克隊 柯瑞龍 張可謙 李振民 張桓瑋

大會獎第四名 B16 國立苑裡高中 向上向善 鐘惠雪 林宜賢 胡綵楹 黃珮茹

大會獎第四名 B37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亭安遠哲隊 郭明憲 吳文鈞 洪煒程 陳霆翰

大會獎第四名 B04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格格Blue 郭明憲 蕭芳琦 卓盈瑄 卓芷妍

大會獎第四名 B03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RNG 蘇志晃 游睿翔 張育睿 陳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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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獎第四名 B44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大甲芋頭酥 郭明憲 莊博智 陳董儒 饒翊舋

大會獎第四名 B31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章魚燒 陳思涵 張琬荃 郭秉睿 張予蓁

大會獎第五名 B27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Brothers 侯嘉倫 何登獻 何登耀 施威廷

大會獎第五名 B22 國立苗栗高中 粉色珍珠音調 郭宏碩 陳美雯 徐藝玹 李彥萱

大會獎第五名 B12 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血小板 林正發 汪得福 賴姿穎 楊淳淇

大會獎第五名 B50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磐石高中B 廖祥輝 蕭喬文 褚柏均 王舶任

大會獎第五名 B15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我們是廢咖 傅晨 董承智 謝子崇 陳建富

大會獎第五名 B08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HWHS 陳淑媛 陳欣妮 洪子婷 葉芯䨒

大會獎第五名 B29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吾•衛 陳叡聖 鄭芃予 賴昀罄 陳冠辰

大會獎第五名 B18 嶺東高中、興大附中、立人高中 三峰駱駝生來顛覆 陳玟寧 何珈誼 曾毓萱

大會獎第五名 B14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我說的都 謝銘勳 鄭尚昀 邱彥斌 高偉倫

大會獎第五名 B09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一加一加一等於三 黃士綱 陳羿吟 陳宥瑤 嚴昱倫

大會獎第五名 B55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TOP 吳柏樫 賴衍佑 簡祺育 楊智翰

大會獎第五名 B21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210三座山隊 張益瑞 張慈芸 賴思妤 賴怡安

大會獎第五名 B35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考8分什麼都隊 吳俊賢 鍾亞蒨 施宸濟 蔡卉棋

大會獎第五名 B52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贏我們就不隊 賴志民 蔡東霖 許佩芸 江翊菱

大會獎第五名 B36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我們是二隊 張雅合 陳韋彣 林品芊 何欣穎

大會獎第五名 B43 普台高級中學 瘦不了!瘦不了!瘦不了! 蔡昌運 林品志 沈佳翰 洪紹鈞

　單項優勝獎-氣墊上的運動 B06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CourBge 柯瑞龍 張暄 呂芷茵 鄭雅璟

　單項優勝獎-消失的Blue B0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自然組 游宗憲 蕭以晴 柯怡成 陳譓筑

　美光創意獎-氣墊上的運動 B53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光年蘿蔔火車 賴怡旬 柯彥竹 童郁菁 何袗秀

　美光創意獎-消失的Blue B10 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光華電機第一隊 陳永富 林彥佑 林建誠 林義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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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分區競賽實施手冊第7頁載明，大會成績若兩大項競賽項目的總成績有兩隊以上同分且得獎人超額時，

　　則依手冊排列之競賽項目之次序參酌，取競賽原始得分較優者排名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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