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彰化縣科學 HomeRun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1-A24：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1 田中高中國中部 施欣嵐 輸不起 

A2 花壇國中 莊惠君 黏巴達 

A3 永靖國中 廖永裕 對對對 

A4 信義國中小 楊小瑩 叭噗叭噗冰淇淋 

A5 和美高中 陳偵維 四人同行 

A6 鹿港國中 葉婉真 出來面隊 

A7 彰德國中 成忻 一鳴驚人 

A8 成功高中 林雅雯 成功 

A9 永靖國中 廖永裕 紅鯉魚綠鯉魚 

A10 田中高中國中部 許哲溢 宅宅 

A11 陽明國中 陳建青 七星隊 

A12 福興國中 柯世賢 手殘隊 

A13 溪陽國中 林義凱 溪陽聖聖隊 

A14 永靖國中 廖永裕 King Big Star 

A15 線西國中 陳膺中 線中火箭少女隊 

A16 鹿港國中 楊明祥 我們很強隊不隊 

A17 大同國中 林建龍 朝向遠方 

A18 和美高中 陳韋綸 enjoy the game 

A19 彰安國中 林麗瑩 彰安強強滾隊 

A20 萬興國中 黃聖順 萬中最強一隊 

A21 彰泰國中 林政瑋 木林森 

A22 秀水國中 陳鴻銘 鴻色銘天隊 

A23 鹿港國中 楊瓊薇 5力全開 

A24 彰德國中 胡嘉蓓 哈哈隊 



2018彰化縣科學 HomeRun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25-A48：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25 彰興國中 莊欽顯 魔球隊 

A26 北斗國中 李良展 阿火山小里車隊 

A27 成功高中 林雅雯 207 

A28 彰興國中 賴佳君 春日部防衛隊 

A29 福興國中 涂君治 Starting From Zero. 

A30 竹塘國中 吳蕙如 請輸入隊名 

A31 溪湖國中 楊秋雲 Arist and Science 

A32 鹿鳴國中 陳建宏 楊楊隊 

A33 彰興國中 陳信穎 Fighting! 

A34 埤頭國中 陳信任 埤頭 A隊 

A35 伸港國中 謝政哲 科學最狂 3加 1 

A36 文興高中國中部 張郅旺 好棒棒 

A37 溪陽國中 王恒德 上車要排隊 

A38 萬興國中 黃士峯 萬興最棒一隊 

A39 埤頭國中 陳碧雲 重量級 

A40 伸港國中 楊俊諒 對對 

A41 二林高中國中部 施琮耀 來福萬歲萬歲萬萬歲 

A42 花壇國中 江芳遠 無言以隊 

A43 二林高中國中部 施琮耀 陳伯萬歲萬歲萬萬歲 

A44 竹塘國中 邱嘉祥 衝向第一 

A45 彰泰國中 周玟萱 驚奇四超人 

A46 秀水國中 陳鴻銘 銘師出高徒隊 

A47 線西國中 王振宇 線中箭竹隊 

A48 陽明國中 陳婉茹 昆布隊  

 



2018彰化縣科學 HomeRun創意競賽 

※參加隊伍競賽編號(國中組)A49-A69： 

競賽編號 學  校 指導老師 隊  名 

A49 二林高中國中部 施琮耀 112 

A50 信義國中小 楊小瑩 達拉砰吧 

A51 彰安國中 陳清文 彰安 NO.1 

A52 福興國中 巫弘堯 嚇到切手手 

A51 
精誠中學 梁哲偉 

白衣很難洗、帥哥很難找之魔

王少女 

A52 精誠中學 陳記仁 科學神探組 

A53 埔心國中 陳雯雄 科學創普 

A54 社頭國中 洪瑟貞 春日部防衛隊 

A55 社頭國中 李怡貞  Show science 

A56 埔心國中 蕭伯紹 異次元好棒棒 

A57 彰泰國中 陳正宗 110小隊 

A58 埤頭國中 陳碧雲 重量級 

A59 北斗國中 李良展 阿烏地沙拉伯隊 

A60 精誠中學 林慶豪 雞冠王 

A61 秀水國中 陳鴻銘 銘哥隊 

A62 和美高中 許津瑋 古道熱腸 

A63 鹿鳴國中 陳建宏 魷魚隊 

A64 溪湖國中 陳鍾瑛 聽說你很 free隊 

A65 成功高中 涂秉延 風起 

A66 文興高中國中部 鄭諭徽 阿姆斯特朗 

A67 溪湖國中 楊秋雲 玟伍雙全 

A68 線西國中 王振宇 線中箭竹隊 

A69 陽明國中 陳婉茹 昆布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