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比賽項目 名次 學校 隊名

1 七 兩小無猜 第一名 光武國中 無名

2 七 兩小無猜 第二名 建華國中 生科好棒棒

3 七 兩小無猜 第三名 三民國中 雷電風暴

4 七 兩小無猜 第四名 磐石高中 日不落

5 七 兩小無猜 第五名 香山高中 香山科學小隊

6 七 兩小無猜 第五名 曙光女中 Boing波音

7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竹光國中 塔布曼科學隊

8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建功高中 珠珠隊

9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成德高中 Give me Five閃亮星勢力

10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康橋國際學校 誰來拿第二？

11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光華國中 四千字

12 七 兩小無猜 優勝 光復高中 中二BUBU

13 七 滾球王 第一名 三民國中 雷電風暴

14 七 滾球王 第二名 康橋國際學校 誰來拿第二？

15 七 滾球王 第三名 光復高中 中二BUBU

16 七 滾球王 第四名 光華國中 四千字

17 七 滾球王 第五名 內湖國中 A5和牛

18 七 滾球王 第六名 光武國中 無名

19 七 滾球王 優勝 富禮國中 power

20 七 滾球王 優勝 育賢國中 北宋

21 七 滾球王 優勝 竹光國中 塔布曼科學隊

22 七 滾球王 優勝 香山高中 香山科學小隊

23 七 滾球王 優勝 磐石高中 日不落

24 七 滾球王 優勝 虎林國中 維尼快樂組織

編號 年級 比賽項目 名次 學校 隊名

25 七 風力環 第一名 光復高中 中二BUBU

26 七 風力環 第二名 三民國中 雷電風暴

27 七 風力環 第三名 康橋國際學校 誰來拿第二？

28 七 風力環 第四名 磐石高中 日不落

29 七 風力環 第五名 建功高中 珠珠隊

30 七 風力環 第六名 建華國中 生科好棒棒

31 七 風力環 優勝 光華國中 四千字

32 七 風力環 優勝 富禮國中 power

33 七 風力環 優勝 育賢國中 北宋

34 七 風力環 優勝 光武國中 無名

35 七 風力環 優勝 成德高中 Give me Five閃亮星勢力

36 七 風力環 優勝 曙光女中 Boing波音

37 七 堆高塔 第一名 三民國中 雷電風暴

38 七 堆高塔 第二名 光華國中 四千字

39 七 堆高塔 第三名 磐石高中 日不落

40 七 堆高塔 第四名 培英國中 GIVE ME FIVE

41 七 堆高塔 第五名 富禮國中 power

42 七 堆高塔 第六名 建華國中 生科好棒棒

43 七 堆高塔 優勝 光復高中 中二BUBU

44 七 堆高塔 優勝 內湖國中 A5和牛

45 七 堆高塔 優勝 香山高中 香山科學小隊

46 七 堆高塔 優勝 成德高中 Give me Five閃亮星勢力

47 七 堆高塔 優勝 曙光女中 Boing波音

48 七 堆高塔 優勝 虎林國中 維尼快樂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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