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WRO 臺南市校際盃 競賽得獎名單             2013/07/14 @南台科技大學 三連堂 
 

基於個資法保護，僅公布得獎隊伍學校及隊伍名稱，請見諒。 
 

2013WRO—臺南市校際盃  創意賽混齡組  (5 隊參賽，晉級 1 隊) 

桌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名次 
晉級全

國賽 

CR-04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白色旋風 1 V 

CR-05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Sunny Boys 2  

CR-01 台南市忠孝國中 兵馬俑保衛隊 3  

 
 

2013WRO—臺南市校際盃  足球賽混齡組 (10 隊參賽，晉級 2 隊) 

組序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名次 
晉級全

國賽 

RS10 台南市寶仁國小 魯豬羊 1 V 

RS08 台南市復興國中 fhjh-足球 A 2 V 

RS04 大灣高中國中部 我愛第一 3  

RS01 台南市億載國小 我愛派隊 優勝  

RS03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台南市永康國中 KIYOMI 優勝  

RS05 台南市新市國中/ 國立南科實中 金童 3 人組 優勝  

 
 

2013WRO—臺南市校際盃  競賽國小組 (18 隊參賽，晉級 1 隊) 

桌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名次 
晉級全

國賽 

EA-06 賢北國小 終霆 1 V 

EB-06 崇學國小 崇學 2  

EA-02 新市國小 JSL 3  

EB-01 臺南市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好奇隊 優勝  

EB-09 臺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UFO 優勝  

EB-07 新市國小 Bling Bling 隊 優勝  

EA-01 西門國小 小象短短 優勝  

EA-07 大社國小 大社先鋒隊 優勝  

EB-04 臺南市永康國小 Juster 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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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個資法保護，僅公布得獎隊伍學校及隊伍名稱，請見諒。 
 

2013WRO—臺南市校際盃 競賽國中組 (49 隊參賽，晉級 3 隊) 

桌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名次 
晉級全

國賽 

JH-A03 台南市建興國中 ICBM 1 V 

JH-B05 台南市建興國中 我們一定對 2 V 

JH-C03 台南市永康國中 / 台南市大橋國中 ♀SM♁ 3 V 

JH-A07 台南市建興國中 / 台南市長榮中學 巴斯克維爾 優勝  

JH-C04 台南市復興國中 超臨界 優勝  

JH-C01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H060 United Nation 優勝  

JH-A01 台南市中山國中 First 優勝  

JH-B04 台南市建興國中 來亂的對不 優勝  

JH-D01 台南市立忠孝國中 忠孝 A 隊 優勝  

JH-A04 台南市中山國中 不知道 優勝  

JH-A02 台南市立忠孝國中 忠孝 B 隊 優勝  

JH-D04 瀛海中學 I.L.S.T 優勝  

JH-A13 興國高中 HKHS_J1-9 優勝  

JH-D03 崇明國中 崇安 優勝  

JH-B01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legit 優勝  

JH-D02 台南市永康國中 隨便 優勝  

JH-C05 長榮中學 永不放棄 優勝  

JH-A05 金城國中 拿鐵 優勝  

JH-A11 興國高中 HKHS_J1-1 優勝  

JH-D12 興國高中 HKHS_J1-8 優勝  

JH-C12 興國高中 HKHS_J1-7 優勝  

JH-D05 中山國中 想不到 優勝  

JH-A12 興國高中 HKHS_J1-5 優勝  

JH-D11 興國高中 HKHS_J1-4 優勝  

JH-B12 興國高中 HKHS_J1-6 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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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WRO—臺南市校際盃  競賽高中組 (25 隊參賽，晉級 2 隊) 

桌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名次 
晉級全

國賽 

SH-A13 興國高中 untitled-1 1 V 

SH-A10 新營高中 進擊的機器人 2 V 

SH-B01 國立台南海事 ☆Star Of Lucky★ 3  

SH-A06 南光高級中學 哈比的尾巴 優勝  

SH-A09 市立永仁高中 YRHS-2 優勝  

SH-A07 新營高中 科學館 5 樓 優勝  

SH-B12 興國高中 宅男與水母 優勝  

SH-A12 興國高中 氬鎂諜 優勝  

SH-B05 台南高工 空中補給 優勝  

SH-B11 南光中學 晉級的巨人 優勝  

SH-B07 南光高級中學 贏魔 優勝  

SH-B10 臺南市光華女中 Function 優勝  

SH-B08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YRHS-1 優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