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智慧小鐵人競賽 

『武陵．桃花源』 

 

初賽參賽隊伍  

※本錄取名單，承辦單位依據實施計畫規範，保有最終審核之權利。 
(本錄取名單依學校筆畫排序)  

1~40隊 
序號 學校 隊  名 隊長 序號 學校 隊  名 隊長 

1 大成 大成７Ｂ 張Ｏ銘 21 文昌 對不隊 周Ｏ軒 

2 大成 野生數理動物園 鄭Ｏ佳 22 文昌 冠軍 施Ｏ安 

3 大有 可愛的喬治 趙Ｏ澄 23 平興 夢幻組合 蔡Ｏ庭 

4 大有 史上最強七年級 張Ｏ翎 24 光明 光明國中 No.1隊 林Ｏ衡 

5 大有 最佳努力隊 楊Ｏ勛 25 光明 光明國中 Victory隊 高Ｏ陽 

6 中興 二聲四聲二聲 馬Ｏ文 26 光明 光明國中 Champion隊 張Ｏ良 

7 中興 不資優的資優班 簡Ｏ寬 27 光明 光明國中 Genius隊 陳Ｏ妘 

8 中興 鈾硫鈮 吳Ｏ宣 28 同德 同同德名隊 江Ｏ庭 

9 中壢 嚕嚕啦啦哩哩咧咧囉囉 彭Ｏ孜 29 東興 資源優先搶光光 黃Ｏ杰 

10 中壢 3.14159265 蔡Ｏ緯 30 東興 維也納軟法騷屏 吳Ｏ榆 

11 中壢 世界隱形高智商組織 侯Ｏ溱 31 東興 710的人 陳Ｏ鎰 

12 中壢 黑馬 藍Ｏ鏞 32 東興 隊名只有 7個字 李Ｏ誼 

13 中壢 能不能沒有隊名 沈Ｏ宇 33 東興 恐龍愛好者 洪Ｏ加 

14 仁和 勁風小飛俠 陳Ｏ諺 34 東興 我都『隊』 呂Ｏ城 

15 內壢 肥皂愛地瓜 朱Ｏ潁 35 東興 AV8D :) 吳Ｏ叡 

16 內壢 π 王Ｏ芸 36 青埔 拓荒者 謝Ｏ柄 

17 內壢 Fofo king 古Ｏ哲 37 南崁 四人行 蔡Ｏ哲 

18 內壢 王世寶 傅Ｏ桓 38 南崁 星塵遠征軍隊 彭Ｏ淇 

19 內壢 卡布奇諾 黃Ｏ予 39 南崁 新編學生辭典 張Ｏ妤 

20 文昌 鋼彈盪單槓 許Ｏ銘 40 建國 建國超級神奇耶耶隊 曾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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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智慧小鐵人競賽 

『武陵．桃花源』 
 

初賽參賽隊伍 
※本錄取名單，承辦單位依據實施計畫規範，保有最終審核之權利。 

(本錄取名單依學校筆畫排序)  
41~70隊 
序號 學校 隊  名 隊長 序號 學校 隊  名 隊長 

41 建國 新年快樂☺ 盧Ｏ微 61 復旦 和謙魅力無法擋 邱Ｏ瑋 

42 建國 東拼西湊 徐Ｏ璋 62 復旦 復旦人 吳Ｏ恩 

43 建國 好問題 孫Ｏ喬 63 慈文 林冠安粉絲後援會 花Ｏ澤 

44 建國 NTT 施Ｏ宇 64 慈文 7C暗黑組織 吳Ｏ宸 

45 建國 新細明體好棒棒 謝Ｏ妤 65 慈文 開車車質量好 邱Ｏ宇 

46 建國 建國 ing起來 黃Ｏ翰 66 慈文 Champion kids 葉Ｏ其 

47 建國 建國小屁孩 陳Ｏ元 67 慈文 景貿出版社 林Ｏ凱 

48 振聲 亞利家子拓宥小隊 蔡Ｏ芯 68 慈文 國瑜耶蘇發財隊 吳Ｏ熙 

49 振聲 振聲顏值擔當 郭Ｏ亨 69 慈文 想不到隊名的隊 廖Ｏ淵 

50 振聲 無鉛汽油 吳Ｏ恩 70 慈文 全部都猜隊 呂Ｏ毅 

51 振聲 氧化氫 陳Ｏ伶     

52 振聲 再給我兩分鐘 徐Ｏ旻     

53 桃園 鈜洪金魚學士哭哭 葛Ｏ綸     

54 桃園 八千除六除不盡 范Ｏ妘     

55 桃園 虎虎生風 趙Ｏ安     

56 桃園 樹枝傳奇 孫Ｏ勝     

57 復旦 魚干隊 莊Ｏ豪     

58 復旦 風之彩 蘇Ｏ勛     

59 復旦 主旋律 王Ｏ正     

60 復旦 復旦國一 蘇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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