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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正國小 劉彥緯 金牌 1 明義國小 鐘奕傑 金牌 小五跨考國一 1 花蓮女中 傅承美 金牌 1 花蓮高工 吳宥緯 金牌

2 東華附小 劉侑昇 金牌 2 東華附小 黃品叡 銀牌 小六跨考國一 2 慈大附中(高中) 劉珮芸 金牌 2 海星中學(高職) 王瑞宏 金牌

3 慈大附小 林子軒 銀牌 3 東華附小 謝佩臻 銀牌 小六跨考國一 3 花蓮高中 何仁傑 銀牌 3 四維高中 陳毓翔 銀牌

4 東華附小 吳盈萱 銀牌 4 自強國中 林駒任 銀牌 4 花蓮高中 吳睿哲 銀牌 4 花蓮高工 潘俊誠 銀牌

5 慈大附小 蔡承勳 銀牌 5 花崗國中 董芷瑄 銀牌 5 花蓮高中 陳嘉旭 銀牌 5 花蓮高工 黃佳文 銅牌

6 玉里國小 謝何沅 銀牌 6 國風國中 賴宣頤 銀牌 6 花蓮高中 張育浩 銀牌 6 四維高中 官宇祥 銅牌

7 東華附小 張譯 銀牌 7 自強國中 林子渝 銀牌 7 花蓮高中 郭庭佑 銀牌 7 四維高中 周庭安 銅牌

8 海星國小 邱厚臻 銀牌 8 玉里國中 鄭貽昇 銅牌 8 花蓮高中 顏崇祐 銀牌 8 花蓮高工 陳恩揚 銅牌

9 中正國小 徐謙日 銅牌 9 慈大附中(國中) 楊岱恩 銅牌 9 花蓮女中 駱品言 銀牌 9 國立花蓮高商 廖婧彤 銅牌

10 中原國小 黃妍溱 銅牌 10 中正國小 鄭琪翰 銅牌 小六跨考國一 10 慈大附中(高中) 詹丞佐 銀牌 10 四維高中 彭宥翔 銅牌

11 玉里國小 黃郁喬 銅牌 11 國風國中 蔡羽庭 銅牌 11 慈大附中(高中) 禚嘉原 銀牌 11 四維高中 鄭凱文 銅牌

12 宜昌國小 趙璽文 銅牌 12 中正國小 廖泓維 銅牌 小六跨考國一 12 花蓮高中 李政道 銅牌 1 花蓮高工 劉家安 金牌

13 忠孝國小 簡佑丞 銅牌 13 海星中學(國中) 陳薺軠 銅牌 13 慈大附中(高中) 王亮為 銅牌 2 花蓮高工 葉亭葦 銀牌

14 忠孝國小 饒愷書 銅牌 14 國風國中 謝艾琳 銅牌 14 慈大附中(高中) 林煥傑 銅牌 3 四維高中 陳家祥 銀牌

15 海星國小 羅健文 銅牌 15 花崗國中 陳芊卉 銅牌 15 慈大附中(高中) 鄭義勲 銅牌 4 花蓮高農 蘇念筠 銀牌

16 海星國小 黃宥閔 銅牌 16 海星中學(國中) 李泓毅 銅牌 16 慈大附中(高中) 林恩瑀 銅牌 5 國立花蓮高商 彭恩慈 銅牌

17 鑄強國小 羅浤愷 銅牌 17 玉里國中 張盛璁 銅牌 17 花蓮女中 廖嘉沂 銅牌 6 國立花蓮高商 游偉妮 銅牌

18 明義國小 莊依妶 銅牌 18 慈大附中(國中) 申恩宇 銅牌 18 四維高中 黃子芯 銅牌 7 國立花蓮高商 陳柔伊 銅牌

1 慈大附小 洪予澤 金牌 19 海星中學(國中) 潘尚佑 銅牌 19 慈大附中(高中) 陳靖和 銅牌 1 花蓮高工 黃品瑜 金牌

2 中正國小 張日耀 銀牌 20 海星中學(國中) 陳子璇 銅牌 20 慈大附中(高中) 鄭家宏 銅牌 2 四維高中 鄧為霖 銀牌

3 中正國小 曾旭謙 銀牌 21 玉里國中 王璿睿 銅牌 21 海星中學(高中) 鄭叡澤 銅牌 3 四維高中 邱建章 銀牌

4 宜昌國小 陳鏖軒 銀牌 22 玉里國中 黃承昱 銅牌 22 花蓮高中 謝承峻 銅牌 4 四維高中 侯宣語 銅牌

5 忠孝國小 連浩鈞 銀牌 23 花崗國中 梁紘愷 銅牌 23 花蓮女中 林俐昀 銅牌

6 明廉國小 林子暘 銀牌 1 海星中學(國中) 張哲軒 金牌 24 花蓮女中 盧昱華 銅牌

7 明義國小 田佳禾 銀牌 2 慈大附中(國中) 羅以凡 銀牌 25 四維高中 羅文妤 銅牌

8 東華附小 馬翊峰 銀牌 3 花崗國中 李嘉芸 銀牌 26 慈大附中(高中) 李宇洋 銅牌

9 明義國小 楊承儒 銅牌 4 花崗國中 葉陽甫 銀牌 27 慈大附中(高中) 陳一慎 銅牌

10 明義國小 李承諺 銅牌 5 慈大附中(國中) 林辰睿 銀牌 1 慈大附中(高中) 羅以恩 金牌

11 東華附小 林咨妍 銅牌 6 國風國中 李誼緁 銅牌 2 花蓮高中 林庭暐 金牌

12 東華附小 陳宛榆 銅牌 7 國風國中 莊紫妤 銅牌 3 花蓮高中 古尚典 銀牌

13 東華附小 歐家端 銅牌 8 國風國中 詹淙閔 銅牌 4 四維高中 管益弘 銀牌

14 東華附小 陳芝希 銅牌 9 花崗國中 蔡博宇 銅牌 5 慈大附中(高中) 王祥丞 銀牌

15 東華附小 林寬祐 銅牌 10 慈大附中(國中) 賴昱儒 銅牌 6 慈大附中(高中) 周奕含 銀牌

16 東華附小 黃正鴻 銅牌 11 慈大附中(國中) 王韻棠 銅牌 7 海星中學(高中) 武沂嘉 銀牌

17 慈大附小 楊曜瑋 銅牌 12 慈大附中(國中) 張元瑄 銅牌 8 花蓮高中 梁睿融 銀牌

18 鑄強國小 張涵悦 銅牌 13 花崗國中 黃瑞宸 銅牌 9 花蓮高中 李便雅憫 銅牌

19 中正國小 蔡子霆 銅牌 14 玉里國中 刁泰源 銅牌 10 慈大附中(高中) 徐聖智 銅牌

20 中正國小 曾惟謙 銅牌 15 花崗國中 池芷軒 銅牌 11 慈大附中(高中) 蔡育瑄 銅牌

21 中華國小 莊詠喆 銅牌 16 慈大附中(國中) 黃誠惟 銅牌 12 花蓮高中 斯研凱 銅牌

22 宜昌國小 鄭永濬 銅牌 17 慈大附中(國中) 鄭立鴻 銅牌 13 慈大附中(高中) 林彥均 銅牌

23 宜昌國小 趙向 銅牌 18 慈大附中(國中) 鄭家和 銅牌 14 海星中學(高中) 熊雲平 銅牌

24 明義國小 陳泰元 銅牌 19 慈大附中(國中) 林芊逸 銅牌 15 花蓮女中 王偲宇 銅牌

25 東華附小 李亮辰 銅牌 20 慈大附中(國中) 林軒筠 銅牌 16 四維高中 陳紫妍 銅牌

26 明義國小 鐘奕傑 銅牌 1 國風國中 郭立喆 金牌 17 慈大附中(高中) 洪御山 銅牌

1 東華附小 謝佩臻 金牌 2 慈大附中(國中) 蘇紹鈞 銀牌 國二跨考 18 慈大附中(高中) 曾禾翌薽 銅牌

2 東華附小 郭芝睿 金牌 3 自強國中 林子勤 銀牌 19 慈大附中(高中) 蔡昀孜 銅牌

3 中正國小 鄭琪翰 銀牌 4 慈大附中(國中) 陳侑生 銀牌 1 花蓮女中 簡玉秀 金牌

4 東華附小 黃品叡 銀牌 5 自強國中 紀宥安 銅牌 國二跨考 2 四維高中 廖漢軒 金牌

5 東華附小 陳星宇 銀牌 6 慈大附中(國中) 黃祺鈞 銅牌 3 海星中學(高中) 楊颺 銀牌

6 東華附小 魏柏昕 銀牌 7 慈大附中(國中) 熊宥銘 銅牌 4 四維高中 陳德安 銀牌

7 海星國小 吳柏滺 銀牌 8 慈大附中(國中) 李宥葳 銅牌 5 花蓮高中 宋麒 銅牌

8 東華附小 林言臻 銅牌 9 慈大附中(國中) 許愷鈞 銅牌 6 花蓮高中 郭浩 銅牌

9 東華附小 曾子曦 銅牌 10 慈大附中(國中) 鄭叡謙 銅牌 7 慈大附中(高中) 何彥廷 銅牌

10 明義國小 謝尚橙 銅牌 11 國風國中 黃品潔 銅牌

11 慈大附小 葉承澔 銅牌 12 慈大附中(國中) 劉家蓁 銅牌

12 慈大附小 陳宜宗 銅牌 13 慈大附中(國中) 馬義翔 銅牌

13 中正國小 王伊平 銅牌 14 慈大附中(國中) 黃于真 銅牌

14 明廉國小 沈大千 銅牌 15 花崗國中 陳沛馨 銅牌

15 海星國小 許筱宓 銅牌 16 慈大附中(國中) 徐益森 銅牌

16 東華附小 林家禾 銅牌 17 慈大附中(國中) 李沛軒 銅牌

17 海星國小 劉彥妤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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