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A01 ｜單位：成德高中(新竹市立成德高中)｜報名人數： 1 

高中男子組： 王業翰  

 

編號： A02 ｜單位：香山高中(新竹市立香山區香山高中)｜報名人數： 12 

女子組 領隊：洪碧霜 教練：李律呈  

男子組 領隊：洪碧霜 教練：李育儒  

高中男子組： 藍家騏 梁樂明 彭詰凱 張虹恩 方俊翰 李易 程宇翔 黃文億  

高中女子組： 林俞岑 黃俐筑 黃沛儀 駱宜伶  

 

編號： A03 ｜單位：建功高中(新竹市東區建功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7 

女子組 領隊：林國松 教練：沈瑞碧 隊長：陳苡溱 

男子組 領隊：林國松 教練：施秉宏 隊長：呂承恩 

高中男子組： 李俊賢 林哲丞 呂承恩 陳奎佑 戴宇謙  

高中女子組： 陳苡溱 林知嫻  

 

編號： A04 ｜單位：實驗高中(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高中))｜報名人數： 1 

高中女子組： 聶君明  

 

編號： A05 ｜單位：新竹高中(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21 

女子組 領隊：李明昭 教練：宋美霖  

男子組 領隊：李明昭 教練：宋美霖 隊長：洪天磊 

高中男子組： 鄭亦宸 邱予新 温品皓 楊善筑 徐梓晏 朱亨文 邱樞凡 許修睿  

于起曄 林昱奇 洪天磊 蔣凱翔 王葆磬 魏允澄 林柏均 侯曉恩  

李國任 彭少凡 莊家豪  

高中女子組： 黃薇 潘宣廷  

 

編號： A06 ｜單位：新竹高商(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劉曉雯 隊長：石茵竹 

男子組 領隊：劉曉雯 隊長：許翊煒 

高中男子組： 葉家凱 許翊煒  

高中女子組： 石茵竹 黃子綾 熊作蓁 何品儀 黃睿萱 林榆儒 陳韻安  

 

編號： A07 ｜單位：新竹女中(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呂淑美 教練：陳建富 隊長：林郁晴 

高中女子組： 黃宜筠 林郁晴 陳筱嵐 紀睿容 藍姿逸 吳欣儒 莊立筠 陳昕亞  

孫嘉妤  

 

編號： A08 ｜單位：新竹高工(國立新竹高工)｜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教練：劉金龍  

高中男子組： 何昶毅  

高中女子組： 王品蓁  



 

編號： A10 ｜單位：磐石中學(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1 

男子組 領隊：陳方濟 教練：楊藹齡 隊長：譚鴻彬 

高中男子組： 黃文卓  

 

編號： A11 ｜單位：光復中學(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黃敦煌 教練：何長仁 隊長：黃靖晴 

男子組 領隊：黃敦煌 教練：何長仁 隊長：許躒嶔 

國中男子組： 許躒嶔  

國中女子組： 黃靖晴  

 

編號： A12 ｜單位：曙光女中(私立曙光女中)｜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姚麗英 教練：邵子颺 隊長：邱于綸 

高中女子組： 邱于綸 張淯絢 陳慧敏 林辰芯  

 

編號： B02 ｜單位：香山國中(香山國中)｜報名人數： 1 

男子組 領隊：洪碧霜 教練：李育儒  

國中男子組： 張育睿  

 

編號： B03 ｜單位：建功國中(新竹市東區建功高級中學)｜報名人數： 18 

女子組 領隊：林國松 教練：沈瑞碧 隊長：林寬 

男子組 領隊：林國松 教練：施秉宏 管理：歐陽麟 隊長：李亭葦 

國中男子組： 陳威仁 林寬 吳宇奇 李東頤 許睿予 林冠緯 王宏恩 林承佑  

卓峻愷 吳宥希 林紘寬 林威逸  

國中女子組： 李亭葦 侯予晴 陳弈諠 吳怡欣 陳法瑄 林采妍  

 

編號： B04 ｜單位：建華國中(新竹市東區建華國民國中)｜報名人數： 3 

女子組 領隊：黃信騰 教練：賴妍安 隊長：潘伯辰 

男子組 領隊：黃信騰 教練：吳紹翔 隊長：吳曆甫 

國中男子組： 吳曆甫  

國中女子組： 潘柏辰 楊雅茜  

 

編號： B05 ｜單位：培英國中(培英國中)｜報名人數： 17 

女子組 領隊：潘致惠 教練：陳嶽衛 隊長：廖祐菲 

男子組 領隊：潘致惠 教練：姜虹羽 隊長：李晨儀 

國中男子組： 梁弘勳 吳宇恆 郭德鈞 陳宥里 陳俊霖 李晨儀 姜奕丞 徐宥博  

國中女子組： 楊于安 蕭薺暄 蕭珈諭 許芯睿 鄭翊婷 陳諭潔 廖祐菲 吳宇晨  

蔡思瑾  

 

編號： B06 ｜單位：光華國中(新竹市立光華國中)｜報名人數： 1 

女子組 領隊：宋雨親 教練：彭兆駒  

國中女子組： 張芸瑄  



 

編號： B07 ｜單位：育賢國中(育賢國中)｜報名人數： 6 

男子組 領隊：黃淑文 教練：全一偉 隊長：顏律評 

國中男子組： 盧昕佑 顏律評  

國中女子組： 莊于靚 盧昕彤 蔡采蓉 吳佩軒  

 

編號： B08 ｜單位：光武國中(光武國中)｜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蘇宥甯  

男子組 領隊：陳紀丞  

國中男子組： 王麟祐 胡享博 李明毅  

國中女子組： 張芸禎  

 

編號： B11 ｜單位：三民國中(新竹市立三民國中)｜報名人數： 10 

女子組 領隊：丁淑觀 教練：林合展  

男子組 領隊：丁淑觀 教練：林合展  

國中男子組： 蕭起仲 鍾杰翰 温晟鈞 鄭家和 彭柏璁 洪紹鈞  

國中女子組： 林婕誼 林菡育 李敏睿 吳怜誼  

 

編號： B13 ｜單位：虎林國中(虎林國中)｜報名人數： 1 

男子組 領隊：謝大才 教練：李育儒 隊長：江宇程 

國中男子組： 江宇程  

 

編號： B15 ｜單位：竹光國中(竹光國中)｜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彭元豐 教練：陳正飛 隊長：黃子怡 

男子組 領隊：彭元豐 教練：陳正飛 隊長：陳禹儒 

國中男子組： 陳禹儒 呂紹睿  

國中女子組： 黃子怡 鍾羽筑  

 

編號： B16 ｜單位：實驗國中(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中))｜報名人數： 8 

國中男子組： 薛宇峻  

國中女子組： 洪詠筠 余樂樂 麥宥湘 洪韻涵 吳思萲 林宥里 王曼諦  

 

編號： B17 ｜單位：康橋國中(私立康橋中學(國中))｜報名人數： 10 

女子組 領隊：楊美伶 教練：謝紹茵 隊長：張瑜庭 

男子組 領隊：楊美伶 教練：劉建佑 隊長：吳翊揚 

國中男子組： 吳翊揚 張宸碩 王浚睿 陳嘉君 洪翔恩  

國中女子組： 葉奕妏 陳旖恩 陳采伊 粘宸英 張瑜庭  

 

編號： B20 ｜單位：曙光國中(曙光女中(國中))｜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姚麗英 教練：邵子颺 隊長：張涵茜 

國中女子組： 陳亮璇 張涵茜  

 



 

編號： C01 ｜單位：新竹國小(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3 

女子組 領隊：張淑玲 教練：徐菀謙  

男子組 領隊：張淑玲 教練：葉俊賢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陳柏宏 陳侑杰 林彥廷 李宥陞 徐子勛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白少朋 李語謙 姚崇文 張佑銓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許育菲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陳品諼 吳沛芩 周秭誼  

 

編號： C02 ｜單位：北門國小(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9 

女子組 領隊：賴雲鵬 教練：林啟年  

男子組 領隊：賴雲鵬 教練：林啟年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陳立明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陳弘叡 翁梓丹 黃國宸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梁立辰 林子勛 黃永宏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陳佳妤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張瀞云  

 

編號： C03 ｜單位：民富國小(民富國小)｜報名人數： 25 

女子組 領隊：李宛蓒 教練：温家怡 管理：陳正瑋 隊長：周芯瑀 

男子組 領隊：胡如茵 教練：廖珮茹 管理：李易宣 隊長：劉宏駿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劉恩睿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陳昱瑋 鄭亦宏 周威至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劉宏駿 郭峻岑 黃健豪 黃品燁 陳冠宇 黃品勳 陳冠愷 劉恩瑋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鄭竹茵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林宸安 張欣晨 陳新妮 劉亦涵 葉千慈 李品蒨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周芯瑀 陳宥妤 陳盈希 黃芷妮 范芷菲 高巧昕  

 

編號： C04 ｜單位：東門國小(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2 

女子組 領隊：李阿丹 教練：李婷婷  

男子組 領隊：李阿丹 教練：李婷婷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阮維德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王竑硯 陳江忞承 龍柏翰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施竑宇 吳俊霆 洪立鋌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阮維萱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劉品妘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龍思豫 陳品言 陸渝錡  

 

編號： C05 ｜單位：西門國小(新竹市北區西門國小)｜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陳進豐 教練：阮瀚逸 隊長：呂幸娟 

男子組 領隊：陳進豐 教練：阮瀚逸 隊長：呂家深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呂家深 劉昱楷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吳凱晴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呂幸娟  

 

編號： C06 ｜單位：竹蓮國小(新竹市區竹蓮國小)｜報名人數： 7 

女子組 領隊：周雯娟 教練：周明語 隊長：林廷璇 

男子組 領隊：周雯娟 教練：周明語 隊長：吳承寯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陳香園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陳香璿 吳承寯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田諠妮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簡佳萱 邱筱晴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林廷璇  

 

編號： C07 ｜單位：東園國小(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9 

女子組 領隊：曾玉蓮 教練：陳姵如 隊長：王泱喬 

男子組 領隊：曾玉蓮 教練：陳姵如 管理：蔣其安 隊長：曾耘浩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王馗禎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潘彥均 陳宥翔 林承逸 曾言熙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曾耘浩 李晨睿 江昊昀 林浩洋 簡睿鋐 黃耀廷 曾言翌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金文恩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潘畇蓁 蔡安庭 陳晏緹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蔡欣庭 王泱喬 吳宇涵  

 

編號： C08 ｜單位：三民國小(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陳智龍 教練：曾凱鈴 隊長：侯姸晞 

男子組 領隊：陳智龍 教練：徐維辰 隊長：黃昱翔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黃昱翔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侯姸晞  

 

編號： C09 ｜單位：龍山國小(龍山國小)｜報名人數： 16 

女子組 領隊：陳彩文 教練：李君慧 隊長：陳宥君 

男子組 領隊：陳彩文 教練：李君慧 隊長：陳冠丞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王振霖 陳冠維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黃楷勛 鄭凱澤 張嘉軒 莊立宇 傅冠瀧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黃翊恩 謝辰浩 沈大川 陳冠丞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蔡予寧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李佳芸 黃薇軒 王品涵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陳宥君  

 

編號： C10 ｜單位：關東國小(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0 

女子組 領隊：李瑞剛 教練：張永昇 隊長：王婕羽 

男子組 領隊：李瑞剛 教練：張永昇 隊長：李哲熙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李哲熙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蔡孟珅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曾歆倢 李宥亭 陳湘嵐 張以琪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王婕羽 張以潔 彭若瑄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楊馥榕  

 

編號： C12 ｜單位：南寮國小(新竹市北區南寮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李佳穎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曾薏璇 曾薏儒  

 

編號： C13 ｜單位：建功國小(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7 

女子組 領隊：劉芳遠 教練：黃明智 管理：李佳蓉 隊長：戴婗恩 

男子組 領隊：劉芳遠 教練：錢明福 管理：徐詠欽 隊長：胡享翰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吳彥佐 李昱漳 賴柏瑋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陳重均 許佑安 邱宥凱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陳重谷 胡享翰 蕭棋恆 謝晴宇 蔡奇軒 鄭琮翰 董以諾 周霆叡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孫心閔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陳湘云 吳怡潔 張彧顓 胡喬唯 蔡依嬛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柯晴若 戴婗恩 吳姗庭 吳姗倪 蔡兆和 彭若喬 孫心予  

 

編號： C14 ｜單位：水源國小(水源國小)｜報名人數： 1 

女子組 領隊：何信煒 教練：林雅琪 隊長：施書雅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施書雅  

 

編號： C16 ｜單位：虎林國小(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 

女子組 領隊：林啓誠 教練：林坤勇 隊長：陳芊諭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陳芊諭  

 

編號： C24 ｜單位：頂埔國小(新竹市香山區市立頂埔國小)｜報名人數： 7 

女子組 領隊：李敦仁 教練：鄭喆 隊長：温芷綺 

男子組 領隊：李敦仁 教練：鄭喆 隊長：葉宇凡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王熾瑄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陳威承 王淳宥 王于宸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葉宇凡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温芷崎 葉宇恩  

 

編號： C25 ｜單位：舊社國小(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3 

女子組 領隊：莊傑志 教練：楊博宇 隊長：李妍妍 

男子組 領隊：莊傑志 教練：楊博宇 隊長：李易紳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李易紳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李妍妍 黃柔昀  



 

編號： C26 ｜單位：陽光國小(新竹市東區陽光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6 

女子組 領隊：吳淑雯 教練：王政嘉 管理：陳振棋 隊長：張喬茵 

男子組 領隊：吳淑雯 教練：王政嘉 管理：陳振棋 隊長：蔡昇洋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陳其憫 李牧桓 梁淏珵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林佑威 陳東泰 林佑軒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黃道群 石芮臣 劉宸愷 李秉宸 蔡昇洋 黃翊華 王立杭 盧道均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陳新憫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陳恩憫 林昕嬡 劉紓彤 梁淯琌 張家榛 林沛璇 盧道姸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李芯羽 張喬茵 林沛萱 王慕潔  

 

編號： C27 ｜單位：科園國小(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王國生 隊長：吳宇恬 

男子組 領隊：王國生 隊長：江軒毅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江軒毅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江詠馨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吳宇恬 林嵩育  

 

編號： C28 ｜單位：高峰國小(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2 

女子組 領隊：劉向欣 教練：李濬涵  

男子組 領隊：劉向欣 教練：官弘政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官鼎翔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朱芷伶  

 

編號： C29 ｜單位：青草湖國小(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4 

女子組 領隊：許慶恭 教練：洪念慈 隊長：林倩妤 

男子組 領隊：許慶恭 教練：洪念慈 隊長：曾宥勝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曾宥勝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曾怡霏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林倩妤 陳相沂  

 

編號： C31 ｜單位：關埔國小(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1 

女子組 領隊：陳思玎 教練：方美喬 隊長：林妤軒 

男子組 領隊：陳思玎 教練：黃保瑞 隊長：賴宥勛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黃立宇 黃立丞 湯佑謙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賴宥勛 邱祥竣 何祥睿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陳忞愉 林妤軒 賴則安 張淳媛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王禹晴  

 

編號： C32 ｜單位：園區實小(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報名人數： 40 

女子組 領隊：李健維 教練：蔡仁凱 管理：徐世衡  

男子組 領隊：李健維 教練：蔡仁凱 管理：徐世衡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黃馳開 廖彥鈞 呂偲斈 林品曄 彭柏硯 彭紹實 李圭元  

西山凱翔 林隽先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洪謙予 周祐頡 黃邵誠 吳承庭 藍雋博 郭宸 郭叡 熊谷優輝  

洪運樂 徐楷鈞 李浩宇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王舜褕 黃子郡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廖恩旋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洪詠詩 余安安 麥宥甯 彭韓諾 鄭愷歆 蕭辰恩 蔡佳蓁  

蔡蘊慈 王錦儀 林維恩 王璥萮 彭郁喬 許禕珊 呂語婕  

黃沛絨 林士歆 孫悅  

 

編號： C33 ｜單位：清華附小(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報名人數： 19 

女子組 領隊：温儀詩 教練：蘇震東 隊長：曾珞涵 

男子組 領隊：温儀詩 教練：葉王盛 隊長：曾浚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黃昱勝 江昶睿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楊翔任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陳彥霖 曾浚 郭冠承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曾楷芯 林凝寬 張語恩 陳韻恬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盧君嫚 徐婕翎 陳韻榛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林以菲 曾珞涵 彭婕芯 羅禕 施詠欣 楊芷芸  

 

編號： C34 ｜單位：康橋小學(私立康橋小學)｜報名人數： 36 

女子組 領隊：楊美伶 教練：謝紹茵  

男子組 教練：劉建佑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劉允浩 李冠龍 洪立洋 洪立宸 林湙清 鍾濬謙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施昱名 謝凱中 王丞佑 何江謙 黃于晏 張育愷 楊昕燁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粘賀鈞 張瑜哲 施岱廷 楊沂睿 范君華 顏呈翰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葉奕彤 許凱棣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陳品妤 顏翊晴 鄭妍晰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魏子甯 鄭妍允 葉奕綺 陳采彤 洪以宣 魏嘉君 陳宥臻  

林昕恩 張雅茜 葉芸菲 徐千涵 卓恩晴  

 

編號： C35 ｜單位：曙光小學(新竹市北區私立曙光小學)｜報名人數： 8 

女子組 領隊：林玲鳳 教練：湯玉慧 隊長：紀睿涵 

男子組 領隊：林玲鳳 教練：陳柏宏 隊長：蔡子皓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郭言睿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郭存睿 連家尉 鐘晨軒 胡翰威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蔡子皓 陸冠承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紀睿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