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跡挑戰賽得獎名單 

獎項名稱 隊伍編號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第一名 3-6 黃〇輔 謝〇求 陳〇安 王〇丞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第二名 3-9 劉〇君 吳〇謙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第三名 3-3 陳〇詠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3-8 廖〇緯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3-10 劉〇庭 賴〇正 李〇恩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3-2 李〇凱 陳〇叡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3-4 陳〇予 陳〇裕 葉〇祥 彭〇翊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3-5 曾〇軒 左〇銘 張〇翔 張〇承 

循跡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3-7 黃〇甯 吳〇宏 黃〇諺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第一名 2–3 陳〇富 蔡〇穎 蔡〇宸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第二名 2–7 盧〇任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第三名 2–8 謝〇泓 吳〇芸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3 王〇善 趙〇綸 廖〇祥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4 吳〇諺 林〇右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6 林〇翰 林〇穎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7 林〇毅 林〇鴻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8 侯〇昇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9 孫〇喬 陳〇安 莊〇宇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2-1 陳〇綾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2-4 廖〇安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2-6 鄭〇心 范〇民 黃〇弘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1 尤〇安 何〇達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2 王〇毅 葉〇佑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5 李〇憬 李〇澄 陳〇均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1-10 郭〇侑 莊〇凱 李〇緯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2-9(高) 解〇安 張〇碩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金牌獎 2-11(高) 蔡〇東 陳〇恩     

循跡挑戰賽 國/高中組 銀牌獎 2-10(高) 劉〇榆       

 

  



 

 

企業創意競賽得獎名單 

獎項名稱 隊伍編號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企業創意競賽 國/高中組 第一名 3 洪〇植 謝〇勳 蔣〇旭   

企業創意競賽 國/高中組 第二名 6 黃〇禛 鄭〇航 蔡〇恩   

企業創意競賽 國/高中組 第三名 4 李〇桐 張〇晴 楊〇宏 楊〇恩 

企業創意競賽 國/高中組 佳作 9 李〇豪 蔡〇延 
   

企業創意競賽 國/高中組 佳作 2 莊〇承 賴〇國     

企業創意競賽 國小組 第一名 3 洪〇倫 陳〇叡 謝〇宇   

企業創意競賽 國小組 佳作 2 施〇承       

 

  



 

 

相撲挑戰賽得獎名單 

獎項名稱 隊伍編號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第一名 H3 蔡〇蓁 林〇葳 林〇岑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第二名 D8 王〇洵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第三名 A3 李〇陞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優勝 F4 陳〇睿 林〇成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優勝 E7 陳〇閔 王〇捷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優勝 B6 鄭〇恩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優勝 G6 李〇軒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優勝 C8 陳〇翰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D4 鍾〇宇 張〇鈺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F6 王〇倫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C7 范〇新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A5 繆〇霖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E8 林〇宇 蘇〇皓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G3 陳〇揚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H8 楊〇森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競賽類 佳作 B3 陳〇樺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第一名 G7 楊〇龍 楊〇龍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第二名 D6 林〇希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第三名 F8 李〇華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優勝 E6 翁〇倫 楊〇燁 陳〇文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優勝 E1 游〇東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佳作 F3 謝〇宇 謝〇恩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佳作 C6 張〇堤 莊〇豪 洪〇洲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佳作 F7 戚〇程 
    

  

相撲挑戰賽 輕量級 設計類 佳作 A4 齊〇文 劉〇翰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競賽類 第一名 K3 呂〇達 謝〇謙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競賽類 第二名 I7 王〇駿 吳〇樺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競賽類 第三名 J2 吳〇杞 郭〇睿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競賽類 優勝 J1 吳〇宸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競賽類 佳作 I3 葉〇宇 顏〇亙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設計類 第一名 K6 陳〇澔 汪〇均 陳〇言 陳〇允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設計類 第二名 K7 劉〇熙 洪〇揚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設計類 第三名 J5 顏〇程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設計類 優勝 K1 林〇璋 許〇允 何〇宥   

相撲挑戰賽 重量級 設計類 佳作 I4 林〇毅       

相撲挑戰賽 評審獎 G8 陳〇穎 蘇〇則     

相撲挑戰賽 評審獎 C5 詹〇歆       



相撲挑戰賽 評審獎 I5 沈〇軒 湯〇燁 蔡〇嫻   

相撲挑戰賽 評審獎 G2 趙〇承       

 

  



 

 

迷宮挑戰賽得獎名單 

獎項名稱 隊伍編號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第一名 C5 蘇〇謙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第二名 A1 管〇藝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第三名 A5 陳〇皓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第一名 E7 吳〇璇 沈〇農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第二名 E3 夏〇棋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第三名 D9 黃〇睿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第一名 F2 呂〇鑫 王〇庭 周〇康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第二名 F9 王〇翔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第三名 F5 楊〇民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C4 廖〇浩 盧〇嘉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A2 吳〇睿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A6 張〇睿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A8 楊〇睿 郭〇熙 林〇翔 張〇辰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1 陳〇輔 黃〇承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2 張〇合 廖〇皓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6 張〇頡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7 曾〇心 丁〇恩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8 林〇歷 顏〇廣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B9 施〇臻 宋〇恩 買〇瑞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C1 葉〇凡 顏〇寬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C2 蕭〇文 何〇歷 李〇呈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金牌獎 C3 洪〇澤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A3 賴〇昀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A4 王〇程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A7 林〇毅 陳〇佑 陳〇笙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B3 劉〇祺 劉〇云 劉〇瑞   

迷宮挑戰賽 國小組 銀牌獎 B5 李〇羽 林〇希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C6 許〇緯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D1 邱〇旂 游〇媗 薛〇妤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D2 陳〇昕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D6 陸〇顥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D7 呂〇罄 劉〇廷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E4 黃〇齊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E5 張〇喬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E6 廖〇恩 蕭〇謙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E8 石〇閎 莊〇毅 黃〇瑋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金牌獎 E9 游〇諭 張〇淅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銀牌獎 C7 陳〇馨 陳〇涵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銀牌獎 D3 陳〇仁 陳〇廷 符〇瑋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銀牌獎 D5 陳〇宏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銀牌獎 E1 陳〇洋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銅牌獎 C8 郭〇新 陳〇遠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銅牌獎 D8 陳〇枃       

迷宮挑戰賽 國中組 銅牌獎 E2 何〇諺 郭〇辰 黃〇謙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金牌獎 F1 梁〇維 廖〇翔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金牌獎 F4 周〇億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銀牌獎 F6 劉〇熙 洪〇揚     

迷宮挑戰賽 高中組 銅牌獎 F3 賴〇誠       

迷宮挑戰賽 評審獎 D4 陳〇任       

迷宮挑戰賽 評審獎 A9 林〇煊 林〇楷     

迷宮挑戰賽 評審獎 F7 廖〇勳 古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