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 七段組 許育豪 草屯 1 級甲A 何詠勛 台中

2 七段組 詹宜典 高雄 2 級甲A 林憲懌 鹿草

3 七段組 林士堯 台北 3 級甲A 陳采憶 彰化

4 七段組 陳立穎 新北 4 級甲A 余曜言 台北

5 七段組 林瀚彰 桃園 5 級甲A 王登韜 潭子

6 七段組 李弘璽 竹北 6 級甲A 蘇綉雯

7 七段組 葉又豪 桃園 7 級甲A 李崇楷 鹿港

8 七段組 曾品傑 8 級甲A 蔡孟謙 霧峰

9 七段組 王翎宇 台中 9 級甲A 林字騫 台中

10 七段組 錢宣米 台北 10 級甲A 羅子信 竹南

11 七段組 范思緯 員林 11 級甲A 涂呈維 豐原

12 七段組 郭乃福 高雄 12 級甲A 林鼎哲

13 七段組 陳彥儒 台北 13 級甲A 許玉和 新北

14 七段組 李宗翰 台北 14 級甲A 蕭睿頫 社頭

15 七段組 佟鈺麒 台北 15 級甲A 紹文嗣 大甲

16 七段組 劉一芳 新北 16 級甲A 涂康榆 台中

17 七段組 孫偉勛 17 級甲A 劉隆寬 台中

18 七段組 張均宥 台中 18 級甲A 歐茂炎 霧峰

19 七段組 羅番仔 台中 19 級甲A 蔣瑜瑄 員林

20 七段組 熊佑展 台中 20 級甲A 李彥邦 南投

21 七段組 莊皓宇 台北 21 級甲A 吳彤洋 竹南

22 七段組 姚恩雋 桃園 22 級甲A 陳其陽 外埔

23 七段組 王宣方 台中 23 級甲A 黃宥婷 鹿港

24 七段組 廖聖維 高雄 24 級甲A 王椿富 和美

25 七段組 卓韋帆 台中 25 級甲A 張永明 神岡

26 七段組 黃昀宥 新北 26 級甲A 朱偉誌 台中

27 七段組 林威華 台中 27 級甲A 陳郁楷 台中

28 七段組 徐永煜 新北 28 級甲A 李嘉原 台中

29 七段組 張庭維 新北 29 級甲A 藍元鴻 豐原

30 七段組 賴宥丞 高雄 30 級甲A 陳宥豪 彰化

31 七段組 林茂霖 台中 31 級甲A 陳昱安 新竹

32 七段組 莊子弦 台中



33 七段組 林怡廷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34 七段組 沈逸恩 新北 1 級甲B 卓傑元 台中

35 七段組 曾平心 桃園 2 級甲B 黃永和 通霄

36 七段組 卓裕倫 大甲 3 級甲B 陳正與 台中

37 七段組 徐銘鈞 台北 4 級甲B 蔡明叡 桃園

38 七段組 羅習謹 5 級甲B 熊  祖 潭子

39 七段組 蔡昀哲 高雄 6 級甲B 趙士賢 台中

40 七段組 丁偉喬 7 級甲B 施品謙 鹿港

8 級甲B 黃彥凱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9 級甲B 劉文達 豐原
1 六段組 劉秉曄 斗六 10 級甲B 鍾金元 彰化
2 六段組 王楷傑 11 級甲B 游嘉銓 豐原
3 六段組 陳平和 桃園 12 級甲B 蔡承睿 台南
4 六段組 郭茂森 台中 13 級甲B 黃士朋 伸港
5 六段組 邱翔賀 台中 14 級甲B 沈岳翰 彰化
6 六段組 鄭詩蓉 台北 15 級甲B Fiona huang 高雄
7 六段組 黃艾倫 台北 16 級甲B 賴侑鴻 台中
8 六段組 江逸笙 17 級甲B 余曜宏 台北
9 六段組 徐悠慈 新北 18 級甲B 蔡銘書 新北
10 六段組 曾聖智 虎尾 19 級甲B 王昱期 鹿港
11 六段組 蔡兆荃 台中 20 級甲B 詹岳恩 台北
12 六段組 莊銘森 大里 21 級甲B 吳彤禹 竹南
13 六段組 周榆業 22 級甲B 陳敬夫 外埔
14 六段組 吳榮熾 桃園 23 級甲B 蔡語宸 竹北
15 六段組 陸建宇 彰化 24 級甲B 陳杰紘 彰化
16 六段組 郭俊毅 大林 25 級甲B 陳聰全 大肚
17 六段組 葉進亨 台中 26 級甲B 吳宜欣 豐原
18 六段組 張廷丞 27 級甲B 蔡宇翔 員林
19 六段組 張晉銘 台中 28 級甲B 萬狄駿 台中
20 六段組 董馭前 台中 29 級甲B 卓煒竣 台中
21 六段組 丁偉崙 30 級甲B 業璽右 彰化
22 六段組 李宜瑞 台中
23 六段組 黃義宸 東勢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24 六段組 詹東盛 草屯 1 級乙組 謝宗佑 高雄
25 六段組 楊宗祺 新竹 2 級乙組 崔煜寬 新竹
26 六段組 羅芳志 台中 3 級乙組 凃宇恩 台中



27 六段組 李汪錆 台北 4 級乙組 廖建宇 台中
28 六段組 莊昀哲 苑裡 5 級乙組 蘇鈺程 太平
29 六段組 曾紹綱 員林 6 級乙組 林傳諺 霧峰
30 六段組 邱力行 基隆 7 級乙組 張哲郎 烏日
31 六段組 李碩恩 台中 8 級乙組 朱翊丞 彰化
32 六段組 楊宗智 台中 9 級乙組 蔡宇傑 彰化
33 六段組 林祐寬 斗六 10 級乙組 陳瑋喬 霧峰
34 六段組 張周全 台中 11 級乙組 邱宥程
35 六段組 張茂元 台中 12 級乙組 黃令東 花壇
36 六段組 孫士鈞 台北 13 級乙組 詹承洋 新北
37 六段組 吳清文 梧棲 14 級乙組 李秉叡
38 六段組 廖述民 台中 15 級乙組 張富安 台北
39 六段組 黃柏霖 高雄 16 級乙組 莊米樂 台中
40 六段組 潘建豪 屏東 17 級乙組 蔡景惠 新北
41 六段組 陳世駿 外埔 18 級乙組 羅勝宇 大甲
42 六段組 侯逸凡 台中 19 級乙組 楊竟成 彰化
43 六段組 陳思彤 竹北 20 級乙組 莊勳霖 霧峰
44 六段組 滕季展 21 級乙組 黃常夏 烏日
45 六段組 吳侑縉 台中 22 級乙組 呂  琦 虎尾
46 六段組 林永基 台中 23 級乙組 陳秀城 彰化
47 六段組 鄭旭哲 彰化 24 級乙組 傅文敬 東勢
48 六段組 張晉嘉 台北 25 級乙組 田廷安 大甲
49 六段組 簡豪成 台中 26 級乙組 楊仁豪 霧峰
50 六段組 陳俊昌 沙鹿 27 級乙組 郭栢寬 高雄
51 六段組 朱庭甫 新北 28 級乙組 陳宣維 虎尾
52 六段組 裴仁正 台中 29 級乙組 黃俊誠 彰化
53 六段組 溫  宬 竹北 30 級乙組 賴宗嶢 烏日
54 六段組 江吉弘 虎尾 31 級乙組 余雨霖 台中
55 六段組 陳致佑 新北 32 級乙組 何  煦
56 六段組 袁科法 嘉義 33 級乙組 陳長城 台中
57 六段組 陳孟宗 大安
58 六段組 曾治琟 台北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59 六段組 洪宗和 彰化 1 級丙組 謝萌裕 高雄
60 六段組 王任佐 苗栗 2 級丙組 邱彥霖 烏日
61 六段組 溫紹淵 台中 3 級丙組 黃立宇 大甲
62 六段組 沈柏夆 羅東 4 級丙組 林秉宥 台中
63 六段組 陳庸恩 5 級丙組 劉儹于 草屯



64 六段組 陳育琥 烏日 6 級丙組 陳廷碩 竹北
65 六段組 李子揚 7 級丙組 林梓涵 台中
66 六段組 陳宏裕 湖口 8 級丙組 高佑承 大甲
67 六段組 翁晟修 桃園 9 級丙組 施柏宇 彰化
68 六段組 高敬修 台中 10 級丙組 黃煜崴 彰化
69 六段組 黎  臻 台中 11 級丙組 蔡尚宸 台中
70 六段組 林晉丞 宜蘭 12 級丙組 吳柏澄 烏日
71 六段組 吳昌謙 台北 13 級丙組 林鈺恒 芳苑
72 六段組 彭永洸 竹東 14 級丙組 陳麗安 大甲
73 六段組 沈正育 台中 15 級丙組 趙文峯 台中
74 六段組 林季泓 16 級丙組 蘇竑曆 通霄
75 六段組 羅淳謹 17 級丙組 劉厚渠 台中
76 六段組 吳智民 彰化 18 級丙組 呂聿軒 豐原
77 六段組 吳啟誌 鹿港 19 級丙組 張詠霖 台中
78 六段組 栗睦晴 竹北 20 級丙組 楊子頡 台中
79 六段組 郭彥良 21 級丙組 黃千容 彰化
80 六段組 胡庭叡 台中 22 級丙組 孫若萁 清水
81 六段組 林鈺娗 桃園 23 級丙組 林泯蔚 秀水
82 六段組 周晉廷 竹東 24 級丙組 鄭至皓 烏日
83 六段組 陳國良 新北 25 級丙組 許邑凡 草屯
84 六段組 黃信洲 新北 26 級丙組 陳盈太 豐原
85 六段組 王思杰 台北 27 級丙組 劉哲維 大甲
86 六段組 蔡明哲 新北 28 級丙組 蕭建忠 潭子
87 六段組 蔡詠宸 29 級丙組 黃重恩 社頭
88 六段組 林祐任 台中 30 級丙組 王思育 台中
89 六段組 鄭哲安 斗六 31 級丙組 曾靖惟 草屯
90 六段組 陳紹齊 台中 32 級丙組 邱靖騰 台北
91 六段組 李宗哲 斗南 33 級丙組 黃志鵬 台中
92 六段組 洪永豪 台中 34 級丙組 陳鴻志 虎尾
93 六段組 駱炳勳 台南 35 級丙組 徐滢琇 員林
94 六段組 隋安舜 台北 36 級丙組 陳穎元 通霄
95 六段組 徐子剛 新北 37 級丙組 汪定曆 台南
96 六段組 張仲緯 斗六 38 級丙組 林維崙 台中
97 六段組 石廣桐 台中 39 級丙組 郭泓毅 竹南
98 六段組 杜凱薰 40 級丙組 劉品樂 大甲
99 六段組 蕭君宇 高雄 41 級丙組 譚禮寬 台中
100 六段組 楊詠為 台中 42 級丙組 林胤 梧棲



101 六段組 曾文余 苗栗 43 級丙組 林宸緯 烏日
102 六段組 蕭睿杉 台北 44 級丙組 陳永珅 台中
103 六段組 蔡仁俊 台中 45 級丙組 周奇寬 彰化
104 六段組 周見昕 高雄 46 級丙組 顏定璿 台中
105 六段組 林佾緯 通霄 47 級丙組 葉宇皓 台中
106 六段組 陳宥安 台中
107 六段組 張軒愷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08 六段組 栗睦蓉 竹北 1 級丁組 張培恩 台中
109 六段組 蕭雲煒 竹東 2 級丁組 賴宥僖 台中
110 六段組 劉宸彰 彰化 3 級丁組 侯茵茵 台中
111 六段組 蔡興展 高雄 4 級丁組 許維恆 台中
112 六段組 陳奕安 霧峰 5 級丁組 黃鈞羿 彰化
113 六段組 蘇于涵 台北 6 級丁組 徐子恩 彰化
114 六段組 鄭旭翔 台中 7 級丁組 蕭富璟 竹南
115 六段組 黃靖勻 台中 8 級丁組 鄭元豪 烏日
116 六段組 江彥侖 9 級丁組 張宏年
117 六段組 陳瑋瓏 台中 10 級丁組 粘晏綾 鹿港

118 六段組 賴劭恩 台北 11 級丁組 蔡國宇 清水

119 六段組 伍亮碩 高雄 12 級丁組 林鈺儒 竹東

120 六段組 謝承杰 13 級丁組 陳祈安 彰化

121 六段組 翁新舜 台北 14 級丁組 賴資承 烏日

122 六段組 洪萱安 台中 15 級丁組 陳加毫 通霄

123 六段組 陳柏榕 16 級丁組 王子潞 和美
124 六段組 楊宗仁 新竹 17 級丁組 陳鴻均 虎尾
125 六段組 許振龍 18 級丁組 續沛昕
126 六段組 掌  易 台中 19 級丁組 陳琬婷 秀水
127 六段組 高渼純 台中 20 級丁組 葉育誠 台中
128 六段組 熊  桓 潭子 21 級丁組 陳俊廷 彰化

129 六段組 許登棖 台中 22 級丁組 陳志騏 彰化

130 六段組 周昱成 台中 23 級丁組 詹承祐 新北

131 六段組 柳  億 員林 24 級丁組 黃博鑫 彰化

132 六段組 林嘉哲 南投 25 級丁組 紀博鏞 大甲
133 六段組 曾育晨 台中 26 級丁組 蔡東翰 台中
134 六段組 李昌叡 斗六 27 級丁組 陳奕崴 豐原
135 六段組 陳冠程 台中 28 級丁組 林鼎崴
136 六段組 石閔元 大甲 29 級丁組 王伯瑋 梧棲



137 六段組 劉喬肇 高雄 30 級丁組 陳悦慈 彰化
138 六段組 楊豐豪 沙鹿 31 級丁組 郭碧崑 清水
139 六段組 錢叙米 32 級丁組 鄭兆宏 台中
140 六段組 林進州 台中 33 級丁組 林聖祐 台中
141 六段組 林君衛 新北 34 級丁組 卓煒倫 台中
142 六段組 趙浩森 基隆 35 級丁組 吳銘軒 外埔
143 六段組 吳國樑 苗栗 36 級丁組 姜天閔 彰化
144 六段組 黃  韜 37 級丁組 陳育銓 烏日
145 六段組 郭榮郜 社頭 38 級丁組 洪振晏 台中
146 六段組 郭適銘 新北 39 級丁組 葉東寰 草屯
147 六段組 徐浚瀚 苗栗 40 級丁組 吳明展 台中
148 六段組 何浩莛 台中 41 級丁組 黃潔妮 台中

42 級丁組 廖儀君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43 級丁組 林宥丞 豐原
1 五段組 黃廷宇 竹北 44 級丁組 黃泰叡 彰化
2 五段組 林仁昱 大里 45 級丁組 石浩辰 台中
3 五段組 陳柏瑋 台北 46 級丁組 李宇堯 彰化
4 五段組 黃宸哲 苗栗 47 級丁組 陳旻均 秀水
5 五段組 廖枻棚 豐原 48 級丁組 林昱達 竹東
6 五段組 楊承勛 彰化
7 五段組 羅奇宏 桃園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8 五段組 林泓証 豐原 1 級戊A 黃泓曄 大甲
9 五段組 陳重富 南投 2 級戊A 張祐瑜 台中
10 五段組 陳沂呈 台中 3 級戊A 楊峰愷 彰化
11 五段組 王彥程 新北 4 級戊A 孫瑞鍇 通霄
12 五段組 林定緯 台中 5 級戊A 吳泊蒝 草屯
13 五段組 江正仁 台中 6 級戊A 陳竑邑 南投
14 五段組 林昀呈 台北 7 級戊A 陳楷忻 台中
15 五段組 郭榮和 台北 8 級戊A 吳柏毅 彰化
16 五段組 黃力丰 彰化 9 級戊A 潘莘閎 外埔
17 五段組 符永璿 台北 10 級戊A 廖研皓 台中
18 五段組 黃律傑 高雄 11 級戊A 趙承瑞 台中
19 五段組 王順正 台南 12 級戊A 康博維 豐原
20 五段組 張睿晉 嘉義 13 級戊A 林承緯 草屯
21 五段組 王翊丞 台中 14 級戊A 陳劭勉 彰化
22 五段組 彭冠齊 16 級戊A 賴育德 員林
23 五段組 俞易進 17 級戊A 顏堉倢 台中



24 五段組 劉羿廷 台中 18 級戊A 廖宸賢 彰化
25 五段組 曾育崧 台中 19 級戊A 林聖傑 鹿港
26 五段組 黃朝輝 大安 20 級戊A 鍾科頡 通霄
27 五段組 劉  力 台中 21 級戊A 何倉頡 台中
28 五段組 李丞穎 台中 23 級戊A 林湘芸 台中
29 五段組 林莉硯 斗六 24 級戊A 賴麒安 台中
30 五段組 范宸瑜 大雅 25 級戊A 詹茵棋
31 五段組 楊豐澤 沙鹿 26 級戊A 黃柏叡 鹿港
32 五段組 黎孟竹 大里 27 級戊A 張宏丞
33 五段組 黃思瑋 三峽 28 級戊A 黃柄叡 台中
34 五段組 顏浩中 台中 29 級戊A 陳健錡 員林
35 五段組 劉承庠 大甲 30 級戊A 李尚祐 烏日
36 五段組 林郁能 31 級戊A 程孝竹 員林
37 五段組 徐世炚 新竹 32 級戊A 林豊恩 竹南
38 五段組 陳藝隴 33 級戊A 朱家樂 台中
39 五段組 洪祺展 斗六 34 級戊A 陳昭穎 鹿港
40 五段組 涂耀升 烏日 35 級戊A 何俊謀 台中
41 五段組 吳秉承 斗六
42 五段組 楊泈洊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43 五段組 王子程 台中 1 級戊B 黃宥睿 台中
44 五段組 謝巧文 新北 2 級戊B 蔣湘慈 員林
45 五段組 陳律然 台中 3 級戊B 鍾宥煒 通霄
46 五段組 詹覺源 台東 4 級戊B 吳宥樺 草屯
47 五段組 杜維庭 台南 5 級戊B 蔣騰銳 南投
48 五段組 王辰維 彰化 6 級戊B 林宥丞 台中
49 五段組 毛樂陽 竹北 7 級戊B 張子涵 彰化
50 五段組 謝明叡 台中 8 級戊B 曾翰威 彰化
51 五段組 馬義宸 台中 9 級戊B 劉佩璇 台中
52 五段組 許庭瑄 台中 10 級戊B 戴承緯 新竹
53 五段組 蔡樹人 埔心 11 級戊B 涂毅凡 台中
54 五段組 林裕明 台中 12 級戊B 廖勝勳 草屯
55 五段組 施凱穎 台中 13 級戊B 楊丞軒 彰化
56 五段組 吳家德 溪湖 14 級戊B 林彥霖 秀水
57 五段組 曾文虎 新北 15 級戊B 顏堉倫 台中
58 五段組 蔡彥斌 台中 16 級戊B 李宖蒼 鹿港
59 五段組 徐琮閔 17 級戊B 彭彥霖 鹿港
60 五段組 吳宛霖 員林 18 級戊B 林晏丞 竹南



61 五段組 王廷均 19 級戊B 李翊睿 台中
62 五段組 魏涵妮 竹南 20 級戊B 楊朋翰 台中
63 五段組 張晉恩 台中 21 級戊B 何宥儒 烏日
64 五段組 張榮聲 高雄 22 級戊B 許睿哲 草屯
65 五段組 郭俊賢 大林 23 級戊B 吳秉孺 豐原
66 五段組 吳康毓 彰化 24 級戊B 王昱捷 鹿港
67 五段組 鄭秉鈞 台中 25 級戊B 呂柏澄 台中
68 五段組 吳柏岑 桃園 26 級戊B 蔡雯伃 桃園
69 五段組 鄭旭航 台中 27 級戊B 張雁喬 烏日
70 五段組 李清傑 桃園 28 級戊B 賴琮淯 清水
71 五段組 陳彥亭 豐原 29 級戊B 王彥翔 台中
72 五段組 劉興駿 30 級戊B 陳宥宇 大甲
73 五段組 陸柏翰 台中 31 級戊B 黃柏達 鹿港
74 五段組 蔣理勛 社頭 32 級戊B 張冠文 台中
75 五段組 嚴棋壹 台中
76 五段組 謝師承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77 五段組 黃信謙 高雄 1 級位己A 曾士榮 大甲
78 五段組 陳冠宏 台中 2 級位己A 王彥程 台中
79 五段組 李昌曄 斗六 3 級位己A 洪凡舒 鹿港
80 五段組 林玉璇 4 級位己A 許瑄辰 台中
81 五段組 李尚學 新竹 5 級位己A 林可州 台中
82 五段組 陳昱憲 台中 6 級位己A 羅立涵 清水
83 五段組 姜弈辰 台中 7 級位己A 劉重曆
84 五段組 劉芳甄 彰化 8 級位己A 陳彥丞 彰化
85 五段組 沈延俊 宜蘭 9 級位己A 林昱佑 外埔
86 五段組 楊英男 台南 10 級位己A 劉羿廷 清水
87 五段組 陳昱霖 台中 11 級位己A 龔楷勛 彰化
88 五段組 林律谷 豐原 12 級位己A 楊恩格 豐原
89 五段組 吳盟仁 13 級位己A 邱泰瑀
90 五段組 陳昭霖 田中 14 級位己A 鄭瑞成 彰化
91 五段組 劉冠辰 台中 15 級位己A 余昀叡 台中
92 五段組 林柏佑 16 級位己A 蔡一齊 清水
93 五段組 謝知勵 17 級位己A 鄭宇恩 台中
94 五段組 洪嘉亨 桃園 18 級位己A 陳詠映 外埔
95 五段組 蘇庭寬 19 級位己A 李知謙 大甲
96 五段組 楊哲權 溪湖 20 級位己A 蕭元容 社頭
97 五段組 林永家 草屯 21 級位己A 林厤博 清水



98 五段組 李祐丞 台中 22 級位己A 林頎凱 台中
23 級位己A 黃宥澄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24 級位己A 邱秉義 外埔
1 四段組 徐晨恩 台中 25 級位己A 劉亭佑 彰化
2 四段組 施柏睿 鹿港 26 級位己A 王利清 台中
3 四段組 陳威辰 沙鹿 27 級位己A 李宇承 台中
4 四段組 簡楷翰 台中 28 級位己A 李侑軒 清水
5 四段組 吳苙銨 彰化 29 級位己A 楊治信 烏日
6 四段組 楊帛絍 台中 30 級位己A 林翰庭 梧棲
7 四段組 連夢祥 台中 31 級位己A 白凌綾 清水
8 四段組 葛廣平 埤頭 32 級位己A 高靖恩 大甲
9 四段組 楊文佑 清水 33 級位己A 顏士鈞 彰化
10 四段組 方  逸 新竹 34 級位己A 柯裕珊 台中
11 四段組 曾唯恩 彰化
12 四段組 鄭漢卿 員林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3 四段組 柯宏源 1 級位己B 廖家瑩 大甲
14 四段組 王添德 清水 2 級位己B 王雋瑋 台中
15 四段組 蕭定恩 秀水 3 級位己B 陳柏希 鹿港
16 四段組 胡淳閔 台中 4 級位己B 陳冠綸 台中
17 四段組 陳博淳 台中 5 級位己B 賴星維 大村
18 四段組 張正園 6 級位己B 蘇柏瑋 清水
19 四段組 詹承睿 彰化 7 級位己B 蔡宇哲
20 四段組 林宏祐 霧峰 8 級位己B 朱祈翰 彰化
21 四段組 劉庭宇 台中 9 級位己B 洪翊峻 外埔
22 四段組 林建鈞 民雄 10 級位己B 蔡承聿 清水
23 四段組 邱鉦育 霧峰 11 級位己B 毛震宇 清水
24 四段組 徐啟堯 虎尾 12 級位己B 劉柏廷 豐原
25 四段組 程惠德 員林 13 級位己B 徐翌展
26 四段組 黃詠翔 新竹 14 級位己B 陳昊軒 台中
27 四段組 黃栢傑 新北 15 級位己B 余雨澂 台中
28 四段組 王少陽 台中 16 級位己B 蔡奇蓉 清水
29 四段組 邱湸宸 17 級位己B 林承謙 台中
30 四段組 邱羿嘉 台中 18 級位己B 蔡立璿 外埔
31 四段組 陳仕桓 台中 19 級位己B 李耀誠 大甲
32 四段組 林裕修 台中 20 級位己B 蕭品華 社頭
33 四段組 邱冠博 彰化 21 級位己B 林幀柏 清水
34 四段組 吳宜珊 豐原 22 級位己B 柯建廷 台中



35 四段組 賴致中 台中 23 級位己B 吳泳甫 台中
36 四段組 林子傑 台中 24 級位己B 黃宣澔 外埔
37 四段組 莊欽耀 台南 25 級位己B 王啟仲 鹿港
38 四段組 黃進興 新北 26 級位己B 王子勝 大甲
39 四段組 林丞翊 烏日 27 級位己B 李侑承 台中
40 四段組 蕭莊武 豐原 28 級位己B 李宜庭 清水
41 四段組 楊千緯 烏日 29 級位己B 鄭至謙 烏日
42 四段組 李昕丞 台中 30 級位己B 王昕學
43 四段組 蔡  進 梧棲 31 級位己B 白浚佑 清水
44 四段組 顧勝廣 台中 32 級位己B 崗田 大甲
45 四段組 忻莉奇 台北 33 級位己B 王嘉銘 彰化
46 四段組 林鼎傑 高雄 34 級位己B 柯裕祥 台中
47 四段組 林漢良 彰化
48 四段組 張詠甯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49 四段組 黃玟翰 彰化 1 級位己C 廖晨皓 大甲
50 四段組 倪正發 2 級位己C 李建宏 台中
51 四段組 謝翔宇 彰化 3 級位己C 陳楚崴 鹿港
52 四段組 施釗榮 大里 4 級位己C 陳彥廷 台中
53 四段組 丁偉弘 5 級位己C 羅郁程 大雅
54 四段組 賴柏全 高雄 6 級位己C 蘇唯中 清水
55 四段組 江東榮 太平 7 級位己C 蔣允樑
56 四段組 管鴻源 桃園 8 級位己C 莊閔傑 彰化
57 四段組 葉晉豪 斗六 9 級位己C 徐秉宸 外埔
58 四段組 廖宥全 台中 10 級位己C 蔡燻懋 清水
59 四段組 陳俊愷 屏東 11 級位己C 王品筑 清水
60 四段組 羅元凱 台中 12 級位己C 鄭又睿 豐原
61 四段組 劉東岳 豐原 13 級位己C 詹凱安
62 四段組 吳秉熹 14 級位己C 吳秉羿 台中
63 四段組 施榮宥 豐原 15 級位己C 楊珵鈞 台中
64 四段組 林定勳 台中 16 級位己C 蔡旻修 清水
65 四段組 曾彥程 桃園 17 級位己C 黃彥斌 台中
66 四段組 林子鈞 台中 18 級位己C 王冠崴
67 四段組 傅昌齡 台中 19 級位己C 李耀銓 大甲
68 四段組 李靖宸 20 級位己C 周宥瑾 通霄
69 四段組 蔡昀諺 彰化 21 級位己C 施秉豪 清水
70 四段組 洪祺祐 斗六 22 級位己C 徐瑞晨 台中
71 四段組 王宏達 豐原 23 級位己C 呂懿家 台中



72 四段組 詹翊辰 台中 24 級位己C 黃義祥 外埔
73 四段組 黃奷鈺 台中 25 級位己C 吳宜瑾 鹿港
74 四段組 邱國展 竹南 26 級位己C 王辰恩 大甲
75 四段組 陳建三 梧棲 27 級位己C 范紀程 大安
76 四段組 符永琛 台北 28 級位己C 林孟昇 清水
77 四段組 江錫麟 29 級位己C 陳威勳 台中
78 四段組 陳威翔 大雅 30 級位己C 許閎凱 新北
79 四段組 廖浩鈞 台中 31 級位己C 李語寰 清水
80 四段組 楊承融 南投 32 級位己C 張文廷 大甲
81 四段組 吳政翰 南投 33 級位己C 林秉鋐 彰化
82 四段組 林世信 東勢 34 級位己C 洪承睿 台中
83 四段組 溫哥華 草屯
84 四段組 張立鴻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85 四段組 王俊捷 台中 1 級位己D 蔡易庭 大甲
86 四段組 郭政廷 新北 2 級位己D 沈冠佑 台中
87 四段組 陳亮均 豐原 3 級位己D 黃柔貽 鹿港
88 四段組 廖俞閎 台中 4 級位己D 陳昶龍 台中
89 四段組 詹恩皓 台中 5 級位己D 徐晏彬 台南
90 四段組 陳彥傑 台中 6 級位己D 吳秉叡 清水
91 四段組 方春旺 台北 7 級位己D 蔣皓暘
92 四段組 彭楷易 社頭 8 級位己D 許禔恩 新竹
93 四段組 張瑄珉 台中 9 級位己D 徐駿憲 外埔
94 四段組 梁乙圳 員林 10 級位己D 林子恆 南投
95 四段組 林子恆 桃園 11 級位己D 王宥翔 清水
96 四段組 黃柏叡 彰化 12 級位己D 鄭竣璘 豐原
97 四段組 吳譽韋 台中 13 級位己D 汪子渘 台南
98 四段組 陳宏宗 桃園 14 級位己D 林恩宇 台中
99 四段組 林嘉俊 南投 15 級位己D 顏亮僖 台中
100 四段組 賴稷宇 台中 16 級位己D 蔡詠倫 清水
101 四段組 何承諭 沙鹿 17 級位己D 廖思涵 台中
102 四段組 劉宇翔 18 級位己D 張培恩 豐原
103 四段組 丁宇謙 台中 19 級位己D 和冠霆 大甲
104 四段組 林士榤 斗六 20 級位己D 商梓鴻 通霄
105 四段組 李泓儒 台中 21 級位己D 施芸臻 清水
106 四段組 蔡彥宸 高雄 22 級位己D 張子鋐 台中

23 級位己D 鐘博雍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24 級位己D 蔡昊廷 外埔



1 三段組A 楊明叡 鹿港 25 級位己D 施品寬 鹿港
2 三段組A 高偉倫 通霄 26 級位己D 王柏人 大甲
3 三段組A 蘇哲鋒 台中 27 級位己D 范紀暘 大安
4 三段組A 吳沂庭 高雄 28 級位己D 林森威 清水
5 三段組A 劉世宥 台中 29 級位己D 陳楷樂 台中
6 三段組A 吳瑞珍 新北 30 級位己D 施冠榮 沙鹿
7 三段組A 翁文隆 台中 31 級位己D 紀博程 清水
8 三段組A 江定煒 彰化 32 級位己D 張峻鴻 大甲
9 三段組A 呂彥頡 台中 33 級位己D 蔡聿烜 彰化
10 三段組A 李文江 台北 34 級位己D 洪振洲 台中
11 三段組A 江鈜祐
12 三段組A 陳松甫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3 三段組A 張凱登 高雄 1 級位己E 蔣梓謙 大甲
14 三段組A 張博皓 外埔 2 級位己E 高子渝 台中
15 三段組A 周宥辰 台中 3 級位己E 黃喬靖 鹿港
16 三段組A 陳英輝 員林 4 級位己E 黃品睿 台中
17 三段組A 劉于瑄 竹山 5 級位己E 劉宥呈 清水
18 三段組A 陳明勳 台中 6 級位己E 李昱翰 清水
19 三段組A 蔡敦尹 彰化 7 級位己E 蔣閔鉉
20 三段組A 南庭茂 清水 8 級位己E 許禔真 新竹
21 三段組A 孫兆宏 潭子 9 級位己E 許名儒 外埔
22 三段組A 賴育呈 烏日 10 級位己E 施茗閎 埔鹽
23 三段組A 莊閔硯 台中 11 級位己E 王庠喆 清水
24 三段組A 張祐銓 彰化 12 級位己E 閉顯嘉 豐原
25 三段組A 菰信宜 台南 13 級位己E 洪子喬
26 三段組A 邱聖皓 台中 14 級位己E 張以岳 員林
27 三段組A 林孟詮 彰化 15 級位己E 羅可道 台中
28 三段組A 郭仁賢 台中 16 級位己E 蔡慶縉 清水
29 三段組A 陳宗望 台中 17 級位己E 盧瑱誼 台中
30 三段組A 魏承弘 彰化 18 級位己E 林晴沂 彰化
31 三段組A 楊墩茂 苗栗 19 級位己E 拓之 大甲
32 三段組A 范耿翰 員林 20 級位己E 張富順 通霄
33 三段組A 粘豈嘉 鹿港 21 級位己E 紀君霖 清水
34 三段組A 蕭謙栩 台中 22 級位己E 楊謙信 台中
35 三段組A 李慶豐 太平 23 級位己E 康博任 烏日
36 三段組A 黃鼎為 大甲 24 級位己E 鄭曉蔓 外埔
37 三段組A 謝宥昀 竹南 25 級位己E 張晏誠 豐原



38 三段組A 張照宗 后里 26 級位己E 史皓天 大甲
39 三段組A 鄭宇翔 台中 27 級位己E 范家榕 大安

28 級位己E 紀竺君 清水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29 級位己E 江宇晴 台中
1 三段組B 王顥銘 虎尾 30 級位己E 施映宣 沙鹿
2 三段組B 沈楷祥 彰化 31 級位己E 陳冠杰 清水
3 三段組B 李穆帆 彰化 32 級位己E 郭耿豪 大甲
4 三段組B 吳翊勤 新竹 33 級位己E 鄭國禾 彰化
5 三段組B 鄭子祥 台中 34 級位己E 張友翔 台中
6 三段組B 張選能 新北
7 三段組B 邱庠銨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8 三段組B 黃德源 清水 1 級位己F 蔣富愷 大甲
9 三段組B 林泓翰 台中 2 級位己F 張立言 台中
10 三段組B 許恩嘉 3 級位己F 黃巧宜 台中
11 三段組B 陳建霖 員林 4 級位己F 蔡秉融 台中
12 三段組B 邱博坤 通霄 5 級位己F 陳暐喆 清水
13 三段組B 李鑫慈 新北 6 級位己F 林子謙 清水
14 三段組B 葉惠欄 和美 7 級位己F 清野祐任 台中
15 三段組B 吳宗哲 烏日 8 級位己F 陳維勗 彰化
16 三段組B 劉祐丞 台中 9 級位己F 陳宣宇 梧棲
17 三段組B 王柏鈞 沙鹿 10 級位己F 張智強 台北
18 三段組B 楊子毅 台中 11 級位己F 王荏賢 清水
19 三段組B 施昀姍 鹿港 12 級位己F 陳裕東 豐原
20 三段組B 蕭安妤 13 級位己F 洪子翔
21 三段組B 孫維廷 潭子 14 級位己F 許振祐 員林
22 三段組B 謝丞傑 烏日 15 級位己F 羅仲儀 台中
23 三段組B 張薾元 台中 16 級位己F 鄭宇涵 清水
24 三段組B 黃博榆 彰化 17 級位己F 王廷瑋 台中
25 三段組B 吳坦融 台中 18 級位己F 莊子賢 彰化
26 三段組B 柯達安 台中 19 級位己F 明德榕 大甲
27 三段組B 林治閎 彰化 20 級位己F 曾秉睿 通霄
28 三段組B 黃星澤 竹山 21 級位己F 張峻碩 清水
29 三段組B 吳宗翰 22 級位己F 劉隆廣 台中
30 三段組B 龍彥丞 竹北 23 級位己F 張皓勛 烏日
31 三段組B 林凡楷 台中 24 級位己F 鄭曉瞳 外埔
32 三段組B 江威儒 員林 25 級位己F 張晏禎 豐原
33 三段組B 黃翊齊 鹿港 26 級位己F 朱柏騰 大甲



34 三段組B 王俊翔 台中 27 級位己F 湯家鈞 台中
35 三段組B 林聰富 和美 28 級位己F 紀穎霖 清水
36 三段組B 吳泰樑 高雄 29 級位己F 羅子安 竹南
37 三段組B 吳念真 桃園 30 級位己F 陳定弘 沙鹿
38 三段組B 江京學 彰化 31 級位己F 黃士維 彰化

32 級位己F 陳亭皓 大甲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33 級位己F 吳浤祐 彰化
1 二段組A 張宇辰 烏日 34 級位己F 張祥進 台中
2 二段組A 詹晉任 社頭
3 二段組A 蔡秉登 和美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4 二段組A 蔡明如 1 級位己G 鄭亦宸 大甲
5 二段組A 鄭詠仁 竹南 2 級位己G 張碩言 台中
6 二段組A 游睿安 台中 3 級位己G 林耿逸 台南
7 二段組A 何鄗為 員林 4 級位己G 謝岳勳 台中
8 二段組A 陳宥翰 外埔 5 級位己G 戴宏宇
9 二段組A 邱坤達 大安 6 級位己G 林育聖 清水
10 二段組A 吳冠霖 7 級位己G 陳昱霖 台中
11 二段組A 彭煥生 台中 8 級位己G 黃以丞 彰化
12 二段組A 彭楷宣 社頭 9 級位己G 陳宣蓉 梧棲
13 二段組A 羅翊誠 台中 10 級位己G 許鉅炆 南投
14 二段組A 王柏方 和美 11 級位己G 王裕清 清水
15 二段組A 李得宇 台中 12 級位己G 劉邦毅 豐原
16 二段組A 徐魁智 台中 13 級位己G 王紘穎 外埔
17 二段組A 陳智宣 大雅 14 級位己G 林子玄
18 二段組A 吳崧豪 台中 15 級位己G 蕭宇希 清水
19 二段組A 莊昕祐 苗栗 16 級位己G 何昀哲 台中
20 二段組A 張紘睿 台南 17 級位己G 陳妍蓁 彰化
21 二段組A 黃星璟 竹山 18 級位己G 林宥閎 大甲
22 二段組A 黃仲瑄 台中 19 級位己G 童則維 通霄
23 二段組A 張盛悳 員林 20 級位己G 張維芸 清水
24 二段組A 陳文富 彰化 21 級位己G 簡伊翎 台中
25 二段組A 林楷紘 高雄 22 級位己G 張舒涵 烏日
26 二段組A 林廷翰 社頭 23 級位己G 謝政柏 外埔
27 二段組A 張丞緯 虎尾 24 級位己G 傅鈺茗 豐原
28 二段組A 黎益勝 新北 25 級位己G 吳昇翃 大甲
29 二段組A 陳昀緯 大甲 26 級位己G 蔡承芸 台中
30 二段組A 張壹喬 台中 27 級位己G 范姜佐夫 清水



31 二段組A 林子盛 竹南 28 級位己G 羅宇翔 竹南
32 二段組A 李滿玉 台中 29 級位己G 張涵森 台北
33 二段組A 林明賢 烏日 30 級位己G 葉于禎 清水
34 二段組A 梁美華 台中 31 級位己G 陳冠覠 大甲
35 二段組A 謝知庭 32 級位己G 宸畇叡 彰化
36 二段組A 張詠築 台中 33 級位己G 張智家 台中
37 二段組A 洪泰銘 外埔
38 二段組A 陳于凡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39 二段組A 范丞豐 彰化 1 級位己H 左若頤 台中

2 級位己H 陽秉學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3 級位己H 徐英展 台中
1 二段組B 鄭  昕 烏日 4 級位己H 謝承哲 台中
2 二段組B 蘇竑霖 通霄 5 級位己H 曾英哲 草屯
3 二段組B 周愉絜 6 級位己H 林侑佑 清水
4 二段組B 陳敬丰 大里 7 級位己H 劉東憲 台中
5 二段組B 蔡睿程 台中 8 級位己H 楊丞安 彰化
6 二段組B 蔡朝窓 沙鹿 9 級位己H 陳琪盛 梧棲
7 二段組B 吳俊毅 員林 10 級位己H 何竑毅 台中
8 二段組B 陳坤萊 梧棲 11 級位己H 李育柔 清水
9 二段組B 許仟聖 台中 12 級位己H 王羽瑄 台中
10 二段組B 鄭楊子恩 13 級位己H 林彥名 外埔
11 二段組B 黃崇豪 14 級位己H 洪凡淋 鹿港
12 二段組B 楊松翰 社頭 15 級位己H 蕭宇頡 清水
13 二段組B 吳昕叡 新竹 16 級位己H 林承佑 台中
14 二段組B 廖崇宇 新竹 17 級位己H 王子芫 彰化
15 二段組B 林柏伸 台中 18 級位己H 林傳恩 大甲
16 二段組B 邱雲昌 19 級位己H 簡于恩 通霄
17 二段組B 溫冠群 高雄 20 級位己H 黃大晉 清水
18 二段組B 呂宥澍 台中 21 級位己H 王宇睿 清水
19 二段組B 蔡杏謙 雲林 22 級位己H 陳奕叡 烏日
20 二段組B 林博元 23 級位己H 李祐宇 梧棲
21 二段組B 吳錫榮 二林 24 級位己H 黃昱維 豐原
22 二段組B 李孟桓 竹南 25 級位己H 李尚玹 大甲
23 二段組B 張凱鈞 員林 26 級位己H 蔡曜羽 台中
24 二段組B 謝瑨霖 彰化 27 級位己H 詹曜瑞 清水
25 二段組B 陳毓曄 南投 28 級位己H 何宇玹
26 二段組B 陳哲安 桃園 29 級位己H 李佾潔 斗六



27 二段組B 陳志成 30 級位己H 蘇子勝 員林
28 二段組B 宋奕政 31 級位己H 陳奕維 大甲
29 二段組B 劉奇瑋 屏東 32 級位己H 陳乙嫣 彰化
30 二段組B 張芸禎 33 級位己H 張穎若 台中
31 二段組B 林沁擇 竹南
32 二段組B 張銓敏 秀水
33 二段組B 林俊廷 烏日
34 二段組B 曾鋐宥 斗六
35 二段組B 黃永富
36 二段組B 陳紹倫 台中
37 二段組B 紀星羽 外埔
38 二段組B 吳秉翰 台中
39 二段組B 林臆勳 虎尾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 初段組A 蔡維倫 大甲
2 初段組A 朱柏愷 台中
3 初段組A 江兆芫 員林
4 初段組A 詹東銓 通霄
5 初段組A 孫若槐 清水
6 初段組A 林知羲 台中
7 初段組A 黃鈺喬 烏日
8 初段組A 許宏澤 彰化
9 初段組A 楊順評 外埔
10 初段組A 何良彥 台中
11 初段組A 陳冠廷 竹南
12 初段組A 湯子德 豐原
13 初段組A 張晉端 草屯
14 初段組A 蔡宛汝 彰化
15 初段組A 黃詩詠 彰化
16 初段組A 陳維英 台中
17 初段組A 吳騏祐 台中
18 初段組A 李政穎
19 初段組A 曹淞霖
20 初段組A 羅勖祐 通霄
21 初段組A 黃睿泓 台中
22 初段組A 李水性 清水



23 初段組A 楊慕岑 烏日
24 初段組A 林詮理 台中
25 初段組A 洪臣鈿 梧棲
26 初段組A 陳謙維 彰化
27 初段組A 賴弘軒 員林
28 初段組A 黃崇瑋 台中
29 初段組A 鄭明曜
30 初段組A 胡芸慈 烏日
31 初段組A 李晨碩 竹北
32 初段組A 林德晉 台中
33 初段組A 張悌
34 初段組A 李穆平 彰化
35 初段組A 郭紘至 台中
36 初段組A 李彥輝 台中
37 初段組A 王長發
38 初段組A 盧柏佑 彰化
39 初段組A 楊智翔 台中
40 初段組A 張以辰 員林
41 初段組A 黃羿芃 竹南
42 初段組A 許永棟 台中
43 初段組A 張睿恩 虎尾
44 初段組A 吳宇辰 竹北
45 初段組A 陳嘉亨 台中

編號 組別 姓名 地區
1 初段組B 林起磊 台中
2 初段組B 江兆恩 員林
3 初段組B 賴亮潔 通霄
4 初段組B 洪偉晉 清水
5 初段組B 郭仲凱 台中
6 初段組B 楊幕楷 烏日
7 初段組B 陳祈宏 彰化
8 初段組B 陳坤臨 梧棲
9 初段組B 何羿篁 台中
10 初段組B 陳奕鋒 竹南
11 初段組B 湯子賢 豐原
12 初段組B 黃國宸 新竹



13 初段組B 林羿寬 台中
14 初段組B 許育生 台北
15 初段組B 游櫂瑄 台南
16 初段組B 黃子軒 社頭
17 初段組B 張信禮 苗栗
18 初段組B 張銓育 秀水
19 初段組B 張紘笙 彰化
20 初段組B 蕭謙廷 台中
21 初段組B 陳偉程 台中
22 初段組B 劉昞鋒 烏日
23 初段組B 張育丞 台中
24 初段組B 黃志遠 台北
25 初段組B 陳羿岑 豐原
26 初段組B 李秉鴻
27 初段組B 葉翰林 台中
28 初段組B 陳沛愷 台中
29 初段組B 陳毅珉 烏日
30 初段組B 程孝元 員林
31 初段組B 鄭崑益 台中
32 初段組B 蔡孟凌
33 初段組B 林文宇 彰化
34 初段組B 陳宇彬 台中
35 初段組B 林子鈞 台中
36 初段組B 蕭芯妍
37 初段組B 洪沛芸 彰化
38 初段組B 林則宇 烏日
39 初段組B 許振暉 員林
40 初段組B 蔡政鑫 竹南
41 初段組B 林育晨 外埔
42 初段組B 陳邦恆 新竹
43 初段組B 蔡王全
44 初段組B 曾子峻 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