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We Can
A 組報名編號
編號

隊長

隊員

題目

永續發展
A-0001 李皇緣 吳翊瑄、鄭新翰
A-0002 蔡承諭 廖科瑋、張惟翔、黃名鴻 環保科技
再生能源
A-0003 楊婷茹 許子翔
A-0004 劉于華 謝誠訓、黃偉齊、黃谷偉 節能減碳
A-0005 許子翔 楊婷茹、陳子翔、高挺宸 環保科技
陳家儀、周育而、羅世修 生質能
A-0006 王慈
A-0007 黃乙庭 林庭亘、蘇乙欣、王嫚筠 生質能
再生能源(生質能、綠色能源)
A-0008 陳芊伃 蘇怡曈、楊琇、陳姿吟
A-0009 林承賢 李宗穎、高竟桐、程冠綸 再生能源(生質能、綠色能源)
A-0010 陳昱靜 歐陽璇、王茜郁、邱俐綺 綠色能源
A-0011 楊凱翔 王瑋晟、李怡萱、葉名芳 奈米科技
A-0012 蔡慈芳 張以琳、陳馨茹、張珮琳 再生能源
A-0013 黃莉雅 黃怡瑄、陳凱欣、蔡函瑄 再生能源
蔡佳鴻、劉承軒、朱譯民 綠色能源
A-0014 唐寧
A-0015 張育綸 謝智倫、陳儀珊、吳柔臻 再生能源
A-0016 林子鈞 方學緯、吳品毅、俆培軒 A 科普文章寫作
A-0017 莊楷益 李宗穎、陳姿伃、朱容締 再生能源
A-0018 張耕豪 李濬軒、許毓哲、徐子傑 再生能源
A-0019 黃芝庭 吳鳳芸、楊婷婷、張語倢 再生能源
綠色材料
A-0020 李詠淳 陳利國
A-0021 鄺子淵 丁士甫、陳為志、許秉翊 地球上的太陽？－核融合科技
節能減碳
A-0022 王廷瑜 陳儀軒
A-0023 許珈綺 方姿雅、魏君珈、翁琬璇 人身藥道
綠色能源-太陽能
A-0024 韓曉婷 初淞涵
A-0025 王婕柔 宋舒婷、陳佩君
A-0026 沈旻言 曾如誼、廖恩宇

兼具環保的地球救星-生質能(我們只有一個
地球)
小電子旅遊記(「生」生不息，「源」源不絕
--生質能源)

A-0027 徐立珉 郭宜鑫、李若盈、陳韻竹 再生能源--海洋能
A-0028 林芸戎 張嘉娪、劉佳玟、楊子瑩 「極」刻救援
A-0029 郭向宸 黃彥鈞、洪慶雲、呂勁磊 潮汐發電
超越正統醫學-綠色醫學崛起(無所不能的綠
A-0030 張傳欣 林哲安、陳維哲、蔡宜瑾
色醫學)
A-0031 楊惟淨 武世倫、廖華靖

海洋發電之溫差發電(台灣最有潛力的海洋
能-溫差發電)

綠建築(綠色建築，不可不無)
A-0032 張軒祥 廖恩生、洪晨恩
A-0033 廖祥惠 楊詠鈞、洪伊函、莊肯樺 綠色化學

A-0034 曾如誼 王資晴、林冠希
謝佩璇
A-0035 徐新

綠色化學

A-0036 呂佳融 林盈甄
A-0037 何家緯 葉宜樺、溫家瑋

永續發展

格林(Green)牌材料
能源再生

騎車節能做環保
A-0038 賴宛伶 郭趙安、張思涵
A-0039 林宛儀 林宛儀、韓天恒、姜漢康 新醫學
A-0040 徐瑋辰 林禹丞
A-0041 黃于珊 蘇柏昌、黃建珉

世界第一 SeaGen

A-0042 陸曉親 沈侑萱
A-0043 黃儀君 李佳怡

太空太陽能之旅

A-0044 李浚瑜 林子義、夏偉傑
A-0045 王柏勛 邱冠瑋、陳柏元

用「蛇」麼發電

A-0046 蔣昀庭 陳怡辰
A-0047 吳奕勳 黃渤葳、李純宇

外太空的發電站—SSP

A-0048 林禹成 徐瑋辰
A-0049 林政穎 楊茗卉、曾羽鎂

SeaGen 海洋潮汐渦輪機

A-0050 詹孟耘 王永鈞、古漢億
A-0051 吳奕勳 鄭旻豪、張登凱

「海龍」的奇幻漂流

A-0052 王永鈞 詹孟耘、黃渤葳
A-0053 賴翰緯 林益德、劉彥廷

太陽能公路

A-0054 王姮
A-0055 丘萱

海流發電
地心的能量

清水地熱田

神奇太陽爐
沙漠科技
小水力發電
地熱蒸氣發電系統
Fuel cell

詹朝全、彭郁倫、劉玨珊 永續發展
廖靜芝、賴均旻

和『瓶』共處

「菇」芳自賞
A-0056 莊淳臻 洪珮育、胡昀臻
A-0057 徐仲葶 徐筱郡、陳語婕、彭詩婷 永續發展(永續人文、永續社會、永續經營)
A-0058 李易
A-0059 吳沛城 陳以庭、陳新侑

節能減碳
借屍還魂——淺談生質能源的應用

家庭節能由我罩
A-0060 曾永佳 林宗慶、陳賢維
A-0061 吳佳倩 蔡千惠、洪慈妤、張欣潔 再生能源
A-0062 吳雅涵 吳艾妮
A-0063 鄭博謙

永續發展

A-0064 張祐華

節能減碳

環保科技

A-0065 蔡孟弘 周子鈺、黃品順、謝光宇 針愛找麻煩
節能減碳
A-0066 王偉州 林郁珊
A-0067 阮意茹 張靖翊、謝依庭、張祐慈 永續發展
大小通吃超省水馬桶
A-0068 曾永佳 林宗慶、陳賢維
A-0069 曾永佳 林宗慶、陳賢維
A-0070 曾永佳 林宗慶、陳賢維

光感應式護欄燈

A-0071 王芓諭 吳宜樺
A-0072 羅皓文 藍祥誠

新時代新能源

A-0073 呂冠德 黃瑞祥

生質能源的探討

跟隨你的步伐，安全節能斑馬線
主題 3D printer

A-0074 孫玟慧 張麗娟、林瑞昌
A-0075 曾雅慈 張麗娟、林瑞昌

生質能源

A-0076 劉冠伶 張麗娟
A-0077 管翊婷 張麗娟、林瑞昌

生質能

A-0078 劉柏廷 蔡孟穆
A-0079 史習酉 史美奐

地面下永恆的怪獸

A-0080 陳奕帆 胥文宗
A-0081 廖庭緯 蔡文婷

減碳科技

A-0082 蕭玳樺 余致賢
A-0083 朱柄叡 蔡孟穆

不可能來臨的末日

A-0084 鄧傳瑢 蔡孟穆
A-0085 陳鳴遠 蔡孟穆

碳險家

A-0086 李哲旭 張麗娟
A-0087 黃挹柔 鄭雅文

聯合縮小軍，讓我們來治療你

A-0088 吳宜庭 鄭雅文
A-0089 陳蘊帆 鄭雅文

敏化太陽能電池與太陽能板的比較

A-0090 李冠杰 胥文宗
A-0091 陳建誌 洪昱雅

永續人文

A-0092 林沿丞 呂雲瑞
A-0093 王孝軒 洪昱雅

永續發展

A-0094 陳健綸 余致賢
A-0095 劉家豪 許世賢

環保科技(綠色材料)

A-0096 曾柏陞 洪昱雅
A-0097 黃薪曄 余致賢

再生能源

A-0098 戴侑耘 巫淑玲
A-0099 廖緯融 田宜靜

綠節能

A-0100 柳宜秀 陳淑琴
A-0101 嚴仕謀 蔡文婷

再生紙-綠色化學

A-0102 王莉婷 余致賢
A-0103 林泓福 劉俊廷

節能減碳-打造綠色家園

A-010

林文笙 徐識閎

就醬藥不藥
進擊的能源-可燃冰
保護地球大作戰
小農的有機農業夢
電水氫氫好外型
進擊的太陽神
綠建築
生質能的介紹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使廢棄物升值的生質能源
生質能源
再生能源（生質能、綠色資源）
末日的殞裂-再生能源的利用
環保科技(綠色材料、環境科學)
永續社會

B 組報名編號
編號

隊長

隊員

題目

B-0001 顏孝澄
B-0002 王偉州

賴冠霖、林政宏、劉安哲 環保愛地球

B-0003 張惟翔
B-0004 黃郁潔

王偉州、廖科瑋、林郁珊 再生能源

B-0005 林左為
B-0006 盧柏佑

林冠伶、羅凱鴻、許御軒 永綠

陳建霖、林郁珊、卓克翰 節能減碳
顏杏娟、李翊瑄、溫國靖 永續發展
李孟洲、李冠頡、朱嘉偉 永恆資源

B-0007 張方蘭
B-0008 方姿雅

柯愷容、黃菁羨

一碳究竟

翁琬璇、蘇瑄

百變天后-奈奈米

B-0009 侯舜揚
B-0010 李昀叡

楊琇惠、陳品樺、任瑞賢 源源不絕

B-0011 黃胤瑜
B-0012 王維寧

陳姿樺、劉子綺、侯亦承 喚起再生能、資源不乾涸

B-0013 王建堯
B-0014 鄭孝宇

吳茗茹、林慧宜、張方玲 永不〝紙〞息

B-0015 吳豐邑
B-0016 洪浚陞

鄭又瑄、張致語、王麒鈞 綠色憂惑

B-0017 吳昱穎
B-0018 黃靖雅

白仁豪、賴宏宗

先別急著以為--節能觀念的迷思

楊敏、林紫筠

台南古蹟廟宇之行動學習探究

B-0019 鄭韶軒

蔡宜瑾、林哲安

行動盆栽

B-0020 許毓容

莊惠雅

台南驛站之古蹟風華—以後壁、林鳳營、台
南、保安四站為例

B-0021 余宛庭
B-0022 林鈺婷

陳星佑、游如意、葉宣妤 I LOVE THE EARTH 之地球不碳氣

B-0023 王學懿
B-0024 殷宇糅
B-0025 吳妙蓮
B-0026 林宇柔
B-0027 廖昕侖
B-0028 廖郁瑩

陳柏辰、林烈、王宇軒
李展佑、金宗逸、許譯

地球別碳氣
這些年，我們一起揮霍的能量

李睿珉、劉冠呈、黃顯智 不可或缺、永無止盡
蔡采耘、黃靖貽、楊家昇 核你有關

羅詩瑩、吳怡潔、曾俞晴 Save the earth save the future
胡愷真、王語婷
愚夫．愚民
劉宜茹、陳意淇、陳品妤 地球快”爆”-“一”臭萬年
江賢漢、吳佩真

與水共生-創出漂浮新世界

吳昕孺、林敬婷

Where's My Water
廖昕爰、曾三奇、李瓊鳳 逝去的彩虹
唐珊玲、楊晏寧、陳昱蓁 節能減碳(固碳技術、低碳科技)

B-0029 黃傲天

王子瑜、楊尚諭

【永續發展】拯救我們的大自然~一場精靈與
姊弟的邂逅

B-0030 王奕玲

謝亞庭、林子方

塑膠的轉機-花栽手機殼

B-0031 林雨蒨
B-0032 柳力愷

陳筠婷、鄭涵彧

牽手到關渡

黃微微、許郁欣

新聞龍捲風之能源面面觀

B-0033 林家豪
B-0034 王奉萱

萬容吟、梁孝賢、陳郁樺 一馬當先的減碳交通工具─電動機車

B-0035 李冠杰
B-0036 簡郁璇

郭晉安、莊承鷽、蕭啟宏 永續地球

B-0037 邱俞君
B-0038 黃薰仙

黃惠渝、黃淳

B-0039 林俐
B-0040 潘冠禎

柯沅均、柯沅均

科技島大冒險

吳怡靚、何承修

保護環境

B-0041 諶瑀涵
B-0042 李佩璇

戴逸萱、趙真

寶特瓶的ㄧ生

B-0043 姚東亨
B-0044 林泓福

李佩璇、劉岳鑫、劉岳鑫 環保的功用

蘇宴穎、吳尚謙、蕭啟宏 別碳氣，大家一起愛地球
羅筠翔、陳佳侖、陳秉宙 永續發展:寶島”魚”很大
生質能之旅

侯瑜倩、郭佳瑜、韓新儀 如果還有明天

黃智筠、姚東亨、吳佳芸 永續發展
高梓苓

環保科技(綠色材料、環境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