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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獎第一名 A30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超趴三歲幼稚園 李仲庭 陳琳薇 黃煜晏 陳映蓁

大會獎第二名 A02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中 Baro 李怡慧 呂承恩 張玟凱 洪韶謙

大會獎第二名 A51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23綠起來 唐瑀陽 陳彥宇 林祺鈞

大會獎第二名 A11 國立蘭陽女中 玉米蛋餅加起司 宋旻羲 陳佳欣 顏芸榛 劉詠忻

大會獎第三名 A45 臺北市景文高中 隊長最利害 李怡慧 黃少謙 高御祐 宋相緯

大會獎第三名 A12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Happy Cells 林虹均 戴芳妍 江芊謙 陳奕茜

大會獎第三名 A05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霹靂卡霹靂拉拉波波莉娜貝貝魯多 吳易哲 康又方 張書綸 許庭瑋

大會獎第三名 A17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enyetuenvueosas 李仲庭 金桂煜 劉威均 江忠榮

大會獎第三名 A65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Yoooooooooooooo 李仲庭 李欣霓 范紫芸 姜晶蕙

大會獎第三名 A20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MELT 張毅儒 李沅峻 竇方遠 王少甫

大會獎第三名 A33 國立竹東高中 我們沒朋友 黃建文 徐有榕 徐莅宸 吳嘉哲

大會獎第三名 A06 宜蘭縣中道高中 疑似基因缺乏 蔡欣霖 王煒博 黎昀勳 陳浩忻

大會獎第四名 A18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NHSH瞪MIN_O 歐登銘 許展豪 許宸維 許平易

大會獎第四名 A50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閃電泡芙 李仲庭 胡丞希 鄭絜尹 翁羽

大會獎第四名 A26 國立竹東高中 遠哲初心者 黃建文 蕭郁弦 吳呈勳 廖子豪

大會獎第四名 A14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巴基斯坦暖流寶貝 莊婉婷 鄔艾琪 金昱安 杜允邁

大會獎第四名 A09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刺蝟背丄很多刺 黃添祈 陳正 黃郁婷 林宜蓁

大會獎第四名 A29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蘭陵阿凡達 莊婉婷 陳梓豪 李光玉 張迅征

大會獎第四名 A16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第三名 鍾昭國 汪忠賢 葉晏辰 賴信廷

大會獎第四名 A32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芷旨子 楊婉鈴 張子莛 林旨怡 劉芷芩

大會獎第四名 A38 私立南山中學 MSB 石芳慈 謝維軒 林稟雄 宛妤

大會獎第四名 A59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ovuvuvuevueosas 李仲庭 吳秉霖 邵桓 張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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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獎第四名 A57 國立宜蘭高中 666 游春祥 游翊民 賴柏均  李竑逸  

大會獎第四名 A48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兀 黃添祈 陳凱倫 陳昱愷 簡辰潔

大會獎第五名 A63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臨時抱佛腳 張志康 李若葳 康維恩 李悅慈

大會獎第五名 A19 復興實驗高中 指導老師太中二 簡崇真 王劭夫 李曜廷 王立禾

大會獎第五名 A08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阿公飛機隊 蔡郁婷 呂承哲 曹哲瑋 郭宗諺

大會獎第五名 A56 私立竹林高中 上課不要滑手機 林睿宸 林彥丞 林靖忱 張祐銘

大會獎第五名 A04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不缺不缺 李雅琳 陳建華 劉佳華 詹于萱

大會獎第五名 A31 私立南山中學 三次函數 石芳慈 林煒宸 湯惠元 葉秉毅

大會獎第五名 A01 私立中華高中 Dream Explore 黃瑞蘭 陳建成 卓暘宸 詹采潔

大會獎第五名 A53 台北市立永春高中 TNT 李奕璟 高孟麟 陳宏遠 潘昱楷

大會獎第五名 A15 新北市私立竹林中學 新世代 邱奕華 戴世勳 張辰宇 陳孝廷

大會獎第五名 A10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小魔女李奕璟 	李奕璟 林修廷 丘偉辰 彭建廷

大會獎第五名 A37 國立宜蘭高中 老司機飆車隊 游春祥 朱偉哲  黃允謙  馬國豪  

大會獎第五名 A13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中 塞蒽廝第二分隊 何明潔 周佳叡 盧品諺 陳威宇

大會獎第五名 A62 私立南山中學 SSS 黃大桀 趙振宇 葉祐丞 郭哲豪

大會獎第五名 A40 市立內湖高中 內中素質排隊買飯假裝熟真插 吳孟勳 高鉦林 吳晨禾 王嘉漢

大會獎第五名 A28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上廁所不用排 蔡瑞穎 李承憲 劉珈伃 陳奕晴

大會獎第五名 A07 國立羅東高中 ψφσμθδελ 鍾明宏 林容丞 黃胤兟 王禹博

　單項優勝獎-氣墊上的運動 A30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中 超趴三歲幼稚園 李仲庭 陳琳薇 黃煜晏 陳映蓁

　單項優勝獎-消失的Blue A51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23綠起來 唐瑀陽 陳彥宇 林祺鈞

　美光創意獎-氣墊上的運動 A44 私立中華中學 Do what you say 謝義昌 張強 王連禧 吳夢琦

　美光創意獎-消失的Blue A27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紅鯉魚綠鯉魚 武宜品 劉霈琳 卜銘薇 何芊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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