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107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趣味競賽成績一覽表

項目 校名 小隊名稱 名次

7年級二足運動 三民國中 叫我科P 1

7年級二足運動 建華國中 得第一 2

7年級二足運動 竹光國中 霹靂啪啦閃亮亮 3

7年級二足運動 培英國中 飛龍在天 4

7年級二足運動 成德高中 Black Team 5

7年級二足運動 虎林國中 義氣8．7 6

7年級二足運動 磐石中學 起笑 優勝

7年級二足運動 建功高中 八面威風 優勝

7年級二足運動 光復高中 奧林匹亞狂想曲 優勝

7年級二足運動 南華國中 就是甲厲害 優勝

7年級二足運動 光華國中 童心 優勝

7年級二足運動 育賢國中 笑笑隊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竹光國中 霹靂啪啦閃亮亮 1

7年級天空之橋 三民國中 叫我科P 2

7年級天空之橋 香山高中 我愛科學隊 3

7年級天空之橋 新科國中 激動阿公 4

7年級天空之橋 建功高中 八面威風 4

7年級天空之橋 培英國中 飛龍在天 6

7年級天空之橋 曙光女中 波波探長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南華國中 就是甲厲害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成德高中 Black Team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建華國中 得第一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光復高中 奧林匹亞狂想曲 優勝

7年級天空之橋 光華國中 童心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三民國中 叫我科P 1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成德高中 Black Team 2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磐石中學 起笑 3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復高中 奧林匹亞狂想曲 4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竹光國中 霹靂啪啦閃亮亮 5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曙光女中 波波探長 6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武國中 無人無敵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香山高中 我愛科學隊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華國中 童心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富禮國中 出來面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虎林國中 義氣8．7 優勝

7年級水黽家族PK賽 新科國中 激動阿公 優勝

7年級蘋果大力士 磐石中學 起笑 1

7年級蘋果大力士 三民國中 叫我科P 2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培英國中 飛龍在天 3

7年級蘋果大力士 竹光國中 霹靂啪啦閃亮亮 3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光華國中 童心 3 增額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建功高中 八面威風 5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光復高中 奧林匹亞狂想曲 5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康橋國中 雪山勇士隊 5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富禮國中 出來面 優勝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內湖國中 第二名後面排隊 優勝

7年級蘋果大力士 虎林國中 義氣8．7 優勝

7年級蘋果大力士 光武國中 無人無敵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三民國中 我是傳奇 1

8年級二足運動 光華國中 石頭好帥 2

8年級二足運動 培英國中 小草 3

8年級二足運動 成德高中 勝利之隊 4

8年級二足運動 建華國中 天奇鬼才 5

8年級二足運動 建功高中 阿拉花瓜 6

8年級二足運動 南華國中 來自新竹市的一群人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育賢國中 人生搞笑隊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竹光國中 SHIELD神盾局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光復高中 大冒險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磐石中學 牛郎戀劉娘 優勝

8年級二足運動 新科國中 班導說的永遠是對的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竹光國中 SHIELD神盾局 1

8年級天空之橋 三民國中 我是傳奇 2

8年級天空之橋 培英國中 小草 3

8年級天空之橋 育賢國中 人生搞笑隊 4

8年級天空之橋 光武國中 free style 4

8年級天空之橋 新科國中 班導說的永遠是對的 6

8年級天空之橋 香山高中 科學愛我隊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磐石中學 牛郎戀劉娘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建功高中 阿拉花瓜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成德高中 勝利之隊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虎林國中 煞氣ａ星霸氣流斬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光復高中 大冒險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光華國中 石頭好帥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康橋國中 合歡勇士隊 優勝

8年級天空之橋 建華國中 天奇鬼才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三民國中 我是傳奇 1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磐石中學 牛郎戀劉娘 2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復高中 大冒險 3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竹光國中 SHIELD神盾局 4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育賢國中 人生搞笑隊 5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成德高中 勝利之隊 6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華國中 石頭好帥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光武國中 free style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康橋國中 合歡勇士隊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培英國中 小草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香山高中 科學愛我隊 優勝

8年級水黽家族PK賽 虎林國中 煞氣ａ星霸氣流斬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三民國中 我是傳奇 1

8年級蘋果大力士 竹光國中 SHIELD神盾局 2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建華國中 天奇鬼才 3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富禮國中 老師說的 4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光復高中 大冒險 5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培英國中 小草 6

8年級蘋果大力士 磐石中學 牛郎戀劉娘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康橋國中 合歡勇士隊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建功高中 阿拉花瓜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育賢國中 人生搞笑隊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內湖國中 義式焗烤龍蝦 優勝

8年級蘋果大力士 新科國中
班導說的永遠是對

的
優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