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屆有庠盃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參賽學生及帶隊老師名單

編號 身份 學校 姓名 隊名
1 帶隊老師 台北美國學校 Rafael Garcia All Niters
2 帶隊老師 台北美國學校 Florence Wu All Niters
3 隊長 台北美國學校 Justin Wang All Niters
4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Alex Dong All Niters
5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Charlene Lin All Niters
6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Junui Song All Niters
7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Kenneth Mou All Niters
8 帶隊老師 台北美國學校 Adrian Nolin No Niters
9 帶隊老師 台北美國學校 Alex Shaw Jr No Niters

10 隊長 台北美國學校 Darren Zee No Niters
11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Ethan Chou No Niters
12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Billy Lim No Niters
13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Ethan Hu No Niters
14 隊員 台北美國學校 Yunho No Niters
15 帶隊老師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呂虹萱 霧裡看花
16 帶隊老師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林群智 霧裡看花
17 隊長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李韋杋 霧裡看花
18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李庭瑜 霧裡看花
19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余侑宸 霧裡看花
20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許楷翊 霧裡看花
21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呂宜慧 霧裡看花
22 帶隊老師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高君陶 薇閣二隊
23 帶隊老師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陳信良 薇閣二隊
24 隊長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楊承憲 薇閣二隊
25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鄭乃瑒 薇閣二隊
26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廖軍睿 薇閣二隊
27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章乃心 薇閣二隊
28 隊員 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蔡昀希 薇閣二隊
29 帶隊老師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葛文昕 MeguMegu
30 隊長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吳政諺 MeguMegu
31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吳祐綸 MeguMegu
32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陳宥安 MeguMegu
33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陳靖佳 MeguMegu
34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許祐誠 MeguMegu
35 帶隊老師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羅暐知 wakuwaku
36 隊長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黃宏晉 wakuwaku
37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謝尚澤 wakuwaku
38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許長馨 wakuwaku
39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袁藝庭 wakuwaku
40 隊員 台北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黃鈺閎 wakuwaku
41 帶隊老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黃安榕 7720
42 隊長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王令瑄 7720
43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張祐薰 7720
44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陳鼎元 7720
45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余陳侑 7720
46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韓秉修 7720
47 帶隊老師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謝承翰 TeamaeT
48 帶隊老師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戴昀婕 TeamaeT
49 隊長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陳澤宇 TeamaeT
50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陳若晴 TeamaeT
51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張立琦 TeamaeT



52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陳宥潤 TeamaeT
53 隊員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簡佑丞 TeamaeT
54 帶隊老師 明道高中 王聖豪 mdphy
55 帶隊老師 明道高中 賴尚宏 mdphy
56 隊長 明道高中 黃鐿恩 mdphy
57 隊員 明道高中 賴茗妤 mdphy
58 隊員 明道高中 謝宥宥 mdphy
59 隊員 明道高中 羅睿宗 mdphy
60 隊員 明道高中 謝宛妤 mdphy
61 帶隊老師 明道高中 曾麟傑 明道沒M
62 帶隊老師 明道高中 江長屹 明道沒M
63 隊長 明道高中 林昱宏 明道沒M
64 隊員 明道高中 林柏妤 明道沒M
65 隊員 明道高中 郭品辰 明道沒M
66 隊員 明道高中 高振育 明道沒M
67 隊員 明道高中 陳彥伯 明道沒M
68 帶隊老師 精誠高中 林慶豪 PsiEinTest
69 隊長 精誠高中 葉亘祐 PsiEinTest
70 隊員 精誠高中 紀凱庭 PsiEinTest
71 隊員 精誠高中 林新程 PsiEinTest
72 隊員 精誠高中 楊以真 PsiEinTest
73 隊員 精誠高中 王妍蓁 PsiEinTest
74 帶隊老師 精誠高中 楊一郎 The Phi16s
75 隊長 精誠高中 李承翰 The Phi16s
76 隊員 精誠高中 林柏均 The Phi16s
77 隊員 精誠高中 黃郁軒 The Phi16s
78 隊員 精誠高中 尤珮丞 The Phi16s
79 隊員 精誠高中 李盈萱 The Phi16s
80 帶隊老師 彰化女中 李政憲 EcN1917
81 隊長 彰化女中 曾梓晴 EcN1917
82 隊員 彰化女中 涂鈺琳 EcN1917
83 隊員 彰化女中 陳如瑩 EcN1917
84 隊員 彰化女中 張芸芸 EcN1917
85 隊員 彰化女中 詹茵淇 EcN1917
86 帶隊老師 彰化女中 蕭宜君 Ammeter
87 隊長 彰化女中 周暄穎 Ammeter
88 隊員 彰化女中 趙婕恩 Ammeter
89 隊員 彰化女中 吳紹綺 Ammeter
90 隊員 彰化女中 陳思穎 Ammeter
91 隊員 彰化女中 葉子淇 Ammeter
92 帶隊老師 嘉義高中 吳仁凱 Samanea
93 帶隊老師 嘉義高中 謝閔豐 Samanea
94 隊長 嘉義高中 賴竑斌 Samanea
95 隊員 嘉義高中 陳冠霆 Samanea
96 隊員 嘉義高中 王晴 Samanea
97 隊員 嘉義高中 陳禾書 Samanea
98 隊員 嘉義高中 郭禹彤 Samanea
99 帶隊老師 嘉義高中 邱俊圜 Trivial

100 帶隊老師 嘉義高中 周黛青 Trivial
101 隊長 嘉義高中 方浩宇 Trivial
102 隊員 嘉義高中 何承祐 Trivial
103 隊員 嘉義高中 黃祈叡 Trivial
104 隊員 嘉義高中 蕭鈺承 Trivial



105 隊員 嘉義高中 蘇容萱 Trivial
106 帶隊老師 協同中學 何世明 Excelsior
107 隊長 協同中學 侯品銜 Excelsior
108 隊員 協同中學 伍瀚煦 Excelsior
109 隊員 協同中學 吳宜真 Excelsior
110 隊員 協同中學 陳亮頤 Excelsior
111 隊員 協同中學 莊閔翔 Excelsior
112 帶隊老師 協同中學 蕭嘉偉 ExcelPhior
113 隊長 協同中學 何英睿 ExcelPhior
114 隊員 協同中學 陳顗太 ExcelPhior
115 隊員 協同中學 温子儀 ExcelPhior
116 隊員 協同中學 莊毓飛 ExcelPhior
117 隊員 協同中學 藍紹誠 ExcelPhior
118 帶隊老師 台南一中 楊盛智 phycoris
119 帶隊老師 台南一中 王俊乃 phycoris
120 隊長 台南一中 葛彥宏 phycoris
121 隊員 台南一中 蔡依珊 phycoris
122 隊員 台南一中 鄭琇璟 phycoris
123 隊員 台南一中 盧尚恩 phycoris
124 隊員 台南一中 施宏宇 phycoris
125 帶隊老師 台南一中 鄭名志 ChocoTea
126 帶隊老師 台南一中 何俊昌 ChocoTea
127 隊長 台南一中 呂家瑋 ChocoTea
128 隊員 台南一中 陳仕文 ChocoTea
129 隊員 台南一中 林啟德 ChocoTea
130 隊員 台南一中 耿宸佑 ChocoTea
131 隊員 台南一中 廖致傑 ChocoTea
132 帶隊老師 高雄中學 李麗偵 Upsilon
133 帶隊老師 高雄中學 盧政良 Upsilon
134 隊長 高雄中學 許翊聖 Upsilon
135 隊員 高雄中學 邱郁惪 Upsilon
136 隊員 高雄中學 劉威廷 Upsilon
137 隊員 高雄中學 陳政毓 Upsilon
138 隊員 高雄中學 謝昊潤 Upsilon
139 帶隊老師 高雄女中 黃繹蓁 Galileo
140 帶隊老師 高雄中學 高執貴 Galileo
141 隊長 高雄中學 黃炳偉 Galileo
142 隊員 高雄中學 林學耀 Galileo
143 隊員 高雄中學 蔡仁榜 Galileo
144 隊員 高雄中學 郭宇恩 Galileo
145 隊員 高雄中學 蕭子堯 Galileo
146 帶隊老師 高雄女中 陳鈞彥 New Gate
147 隊長 高雄女中 劉宜瑄 New Gate
148 隊員 高雄女中 顏羽彣 New Gate
149 隊員 高雄女中 蔡侑蓁 New Gate
150 隊員 高雄女中 王佩琪 New Gate
151 隊員 高雄女中 杜姿儀 New Gate
152 帶隊老師 鳳新高中 陳駟洧 CYJ
153 帶隊老師 鳳新高中 林新民 CYJ
154 隊長 鳳新高中 陳俞靜 CYJ
155 隊員 鳳新高中 林禾臻 CYJ
156 隊員 鳳新高中 林雨宸 CYJ
157 隊員 高雄中學 胡維中 CYJ



158 隊員 高雄中學 陳柏維 CYJ
159 帶隊老師 屏東高中 張宮明 Niro
160 帶隊老師 屏東高中 彭東亮 Niro
161 隊長 屏東高中 陳逸鍇 Niro
162 隊員 屏東高中 張益豪 Niro
163 隊員 屏東高中 王建弘 Niro
164 隊員 屏東高中 劉唯呈 Niro
165 隊員 屏東高中 胡鈞皓 Niro
166 帶隊老師 花蓮女中 蔡能銕 ATY
167 隊長 花蓮女中 林君 ATY
168 隊員 花蓮女中 林柔廷 ATY
169 隊員 花蓮女中 卓奕昀 ATY
170 隊員 花蓮女中 吳陳子淇 ATY
171 隊員 花蓮女中 胡馨方 A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