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彰化縣科學 HomeRun 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1-A25：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1 線西國中 許仁傑 痴心絕隊 

A2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慶豪 下一 

A3 福興國中 洪證堂 噗嚨拱隊 

A4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林金龍 風雲隊 

A5 彰興國中 楊賀鈞 衝鋒隊 

A6 彰德國中 成忻 最強一班 

A7 萬興國中 吳慶一 科學志人 

A8 溪陽國中 王恆德 溪陽黑米香香隊 

A9 陽明國中 蔡名峯 創世神 

A10 彰安國中 邱玲瑩 小毛毛大屁屁 

A11 埔心國中 陳時文 埔中超級讚隊 

A12 鹿港國中 侯貴文 94狂 

A13 彰泰國中 陳萱鴻 神風特攻隊 

A14 埤頭國中 賴俊嘉 No Miku No Life 

A15 信義國中小 楊小瑩 信義一隊 

A16 芬園國中 張善焜 小波隊 

A17 和群國中 黃賢鳴 女孩你知道嗎 

A18 秀水國中 陳鴻銘 銘哥隊 

A19 北斗國中 陳家彦 北斗國中 207隊 

A20 大同國中 張財誌 創意狂人隊 

A21 和美高中(國中部) 歐淑霞 無與倫比 

A22 田中高中(國中部) 施欣嵐 倒數第一 

A23 永靖國中 廖永裕 SKY 

A24 精誠高中(國中部) 胡誌峰 閉嘴魯蛇我勝利 

A25 彰泰國中 陳正宗 彰泰 A隊 



2017 彰化縣科學 HomeRun 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26-A50：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26 溪湖國中 楊秋雲 高手在人間 

A27 二林高中 黃秀敏 蒼蠅慈濟基金會 

A28 彰安國中 侯松男 四元一次 

A29 彰興國中 陳柏村 拉拉隊 

A30 福興國中 巫弘堯 四個屁孩隊 

A31 竹塘國中 盧木椿 SAO桐人戰隊 

A32 成功高中(國中部) 洪崇恆 科學亂玩 

A33 文興高中(國中部) 鄭諭徽 藍瘦香茹隊 

A34 鹿港國中 蕭淑文 進擊的創意-go 

A35 鹿鳴國中 陳建宏 低調 

A36 溪陽國中 孫俊傑 溪陽芭樂好吃隊 

A37 線西國中 劉秋榕 線中的四個屁孩 

A38 明倫國中 鄭雪足 Super girls 

A39 社頭國中 范鳳梅 光之美少男隊 

A40 埔鹽國中 梁魁桓 鹽中之光 

A41 花壇國中 莊惠君 我們真的想不到隊 

A42 福興國中 周沅錞 一群天兵隊 

A43 大同國中 郭琇鳳 奇願隊 

A44 永靖國中 江松晏 溜溜隊 

A45 二林高中(國中部) 施琮耀 SFP UFO 

A46 田中高中(國中部) 陳美貞 放心吧!老師，我們行的! 

A47 秀水國中 李佳燕 野貓小隊 

A48 和美高中(國中部) 王伯瑜 運氣賭很大 

A49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文茜 立方體 

A50 溪湖國中 楊秋雲 「科 P」是你還是我？ 



2017 彰化縣科學 HomeRun 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51-A72：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51 陽明國中 許瓘樸 無限挑戰 

A52 信義國中小 周殷瑞 天夜神曲 

A53 和群國中 周曉芬 VOX 

A54 北斗國中 梁家豪 柴哥隊 

A55 永靖國中 陳炵焱 永中四寶 

A56 和美高中(國中部) 王伯瑜 以智取勝 

A57 社頭國中 翁得凱 培根加蛋隊 

A58 埤頭國中 李旻穎 翔哥隊 

A59 埔心國中 蕭伯紹 埔中第一特搜大隊 

A60 彰興國中 李瀅涓 蕭張連吳 

A61 溪湖國中 楊秋雲 Art Is Science 

A62 彰泰國中 連志台 隊名是什麼 

A63 鹿港國中 楊瓊薇 勇往直前 

A64 明倫國中 余妍儒 旋風極光隊 

A65 成功高中(國中部) 洪崇恆 土豆 

A66 文興高中(國中部) 張郅旺 杜拜建設公司 

A67 竹塘國中 陳育仁 飛向第一 

A68 秀水國中 蕭銘輝 什麼都隊 

A69 鹿鳴國中 陳建宏 轟炸無敵 

A70 花壇國中 莊惠君 閃亮亮黑暗復仇者 

A71 田中高中 施欣嵐 204一級棒 

A72 二林高中 施琮耀 幸運鼠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