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　　名 編號 學　　　校 隊　　名 領隊老師 隊長 隊員 隊員

大會獎第一名 C45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隨便奶茶 王冠智 鄭宇恆 洪瑋傑 蘇權楻

大會獎第二名 C17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是喔 王冠智 涂佩君 金柏彣 吳宜苹

大會獎第二名 C22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沒有這一隊 王冠智 簡翊閎 范毓晟 王冠翔

大會獎第二名 C39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廖鈵軒 莊立山 廖博賢 沈鈵芫 林柏軒

大會獎第三名 C01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Bang10 王冠智 孫振晉 葉子安 蕭辰韋

大會獎第三名 C30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帥哥 方文宗 黃柏翔 謝博揚 楊立嘉

大會獎第三名 C04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人比花嬌 歐詠喆 陳儀婷 洪琡宜 李佳芸

大會獎第三名 C33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肥嘟嘟 王冠智 張瑜芹 陳紅慈 黃筱云

大會獎第三名 C35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庭妍好可愛 林宇晨 葉庭妍 盧思妤 賴妤瑄

大會獎第三名 C11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Hong Ten 王冠智 王俊評 賴昱翔 周柏丞

大會獎第三名 C02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企鵝與狗與鳥 彭慧媛 林揚益 陳重諺 廖芸梓

大會獎第三名 C29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茂森好帥 王冠智 莊郁翔 簡茂森 蔡舜麒

大會獎第四名 C19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問天楓 莊立山 林書婷 林瑀亭 殷韻茨

大會獎第四名 C08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馬鈴薯 莊立帆 盧姸羽 郭宗穎 陳姿妘

大會獎第四名 C18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藍隊 蘇永成 呂欣蓉 唐芷薇 郭又瑄

大會獎第四名 C37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騷包花美男 傅文權 楊育承 黃金瀚 謝竑旭

大會獎第四名 C34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消防隊 彭慧媛 陳冠宇 陳冠霖 楊博丞

大會獎第四名 C32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棨宏很想要 林柏宏 陳賜祥 鄭又碩 陳棨宏

大會獎第四名 C12 台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做錯了什麼需要被針 林柏宏 葉品宏 王健綸 陳品妤

大會獎第四名 C40 國立旗美高中 從前有隻羊 蔡芙蓉 陳翌年 楊采昀 湯彩綸

大會獎第四名 C05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名字真難想但我想想長一點 簡志雄 林峻霆 郭柏緯 王志祥

大會獎第四名 C41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南霸天 王冠智 陳建宇 張瑋翔 陳聖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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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獎第四名 C03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三好隊 陳建動 蔡靜璉 陳昱儒 黃靖媃

大會獎第四名 C23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全猜 彭慧媛 許奕韜 郭昱淵 呂凱伃

大會獎第五名 C26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沈積岩 謝金邦 王佑恩 陳淨彥 王品堯

大會獎第五名 C31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吃學渣 蘇文健 劉馥霈 蘇政祥 高禎謙

大會獎第五名 C36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隨便取名 彭慧媛 陳祈聿 陳盈吉 尹芮祥

大會獎第五名 C43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華北洋政府 彭慧媛 呂政儒 顏呈霖 林辰翰

大會獎第五名 C09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華軍政府 彭慧媛 王譽程 黃唯剛 汪家豪

大會獎第五名 C25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HIP 吳盈育 陳鈺涵 陳廷祐 彭鈺婷

大會獎第五名 C42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科學的稻穗群 陳勳輝 林政翰 陳彥棠 邱照元

大會獎第五名 C15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前中科研 蔡清泰 林映岑 曾偉豪 萬承彥

大會獎第五名 C16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特級火羅果 傅文權 許寬仁 李煥祥 林冠成

大會獎第五名 C28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 靓靓共和國 蔡瑞津 王宣雅 蔡枋彤 趙苡璇

大會獎第五名 C38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 憲憲共和國 林宥憲 謝謹暄 劉奕欣 林汮蓉

大會獎第五名 C27 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金牌間諜 文君壕 黃楓凱 阮柏誠 周凱齡

大會獎第五名 C14 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萄葡怎麼念 陳增從 翁坤澤 翁坤鐸 田佳典

大會獎第五名 C20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VENI VIDI VICI 蘇文健 馮渝勛 林佳禾 蔣謹卉

大會獎第五名 C24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東港高中學長隊 陳勳輝 蘇哲川 許哲維 劉奕宏

大會獎第五名 C10 國立旗美高中 沒有這隊 鄭瑋凌 郭東昇 郭育辰 林余融

　單項優勝獎-氣墊上的運動 C45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隨便奶茶 王冠智 鄭宇恆 洪瑋傑 蘇權楻

　單項優勝獎-消失的Blue C17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是喔 王冠智 涂佩君 金柏彣 吳宜苹

　美光創意獎-氣墊上的運動 C26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沈積岩 謝金邦 王佑恩 陳淨彥 王品堯

　美光創意獎-消失的Blue C32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棨宏很想要 林柏宏 陳賜祥 鄭又碩 陳棨宏

2018/11/25 南區 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得獎名單

註：根據分區競賽實施手冊第7頁載明，大會成績若兩大項競賽項目的總成績有兩隊以上同分且得獎人超額時，

　　則依手冊排列之競賽項目之次序參酌，取競賽原始得分較優者排名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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