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内科学比赛事宜 

注意事项： 

比赛进行方式 

• 如簡章所寫，參賽隊伍選擇一項議題進行資料蒐集、科學分析、總結論點，製作海報或 ppt ，進

行 5-8分鐘的口頭報告(7分鐘半響鈴一次，8半分鐘需停止發言) 。 

• 報告時，學生需開鏡頭(穿著需得體，不強制校服) 

• 評分標準： 

o 內容(50%) 

o ppt(30%) 
o 臨場表現 20%     

▪ (初中要求) ：完整、清楚表達論點 

▪ (高中)增設 Q&A環節，由老師發問，視報告人的回答打分 

比赛日期与时间 

• 比赛日期：26/7/2021(一) 

• 比赛时间：2pm开始登入 meet (前面组别参赛者可陆续报到)，2:10pm照抽签顺序开始 

• 考虑到目前的参赛队伍数目，预计分成 3 group(高初中混合)，每一 group四个评审老师，名单与顺序如

下： 

第一组请登入   https://meet.google.com/dam-hpez-xem 
 姓名 班级 学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题目 

1 蔡子和 18115 高一理一 林义峰 18018 高一理一 “日本备长炭＂能不能净化食水与空气？ 

2 苏惠晶 18149 高一理一 庄靖亿 18127 高一理一 “竹盐”具有医疗和保健的效用吗？ 

3 蔡宇欣 18111 高一理一 方惠茹 18054 高一理一 螃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会不会中毒？ 

4 郑千惠 18158 高一理一   高一理一 电子烟真的比传统香烟健康吗？ 

5 蒋瑀 21247 初一仁    螃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会不会中毒？ 

6 陈若忆 18041 高一理一 郑咏宣 18009 高一理一 左脑型人和右脑型人 

7 方宇斌 18013 高一理一 黄哲凯 18340 高一理一 “竹盐”具有医疗和保健的效用吗？ 

8 谢素娴 18032 高一理一 郑可欣 18040 高一理一 “空气清新机/空气净化机＂可不可以有效过滤细菌和病毒？ 

9 刘天福 18049 高一理一    “空气清新机/空气净化机＂可不可以有效过滤细菌和病毒？ 

10 许家堡 18321 高一理一 杨佳定 18129 高一理一 螃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会不会中毒？ 

11 吕博思 18337 高一理一    “竹炭食品＂是否具有保健功效？ 

12 苏家扬 18057 高一理一    “空气清新机/空气净化机＂可不可以有效过滤细菌和病毒？ 

13 符嘉棋 18010 高一理一 林佳宣 18091 高一理一 可口可乐真的会杀精吗？ 

14 蔡颖怡 18027 高一理一 黄世雯 18224 高一理一 螃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会不会中毒？ 

 评审： 

卢勇辉 杨伊凡 陈子响 颜旖莼 

  
 
 
 
 
 
 
 
 
 

https://meet.google.com/dam-hpez-xem


第二组请登入 https://meet.google.com/ibp-wjzy-fyi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題目 

1 蔡程宇 18056 高一理一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2 張時睿 18047 高一理一    我們是否應該少用電子產品，以減少輻射對人體的傷害 

3 洪乙琳 18011 高一理一 餘芮恩 18291 高一理一 服用降血壓藥物後，可不可以吃柚子？ 

4 蔡宇揚 18055 高一理一 謝汭武 18004 高一理一 吃生蠔後喝牛奶是否會引起食物中毒？ 

5 顏筱匯 18042 高一理一 陳瑞雯 18020 高一理一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6 黃家欣 18058 高一理一 林佳恬 18180 高一理一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7 蔡佳鈺 18059 高一理一 徐惠冰 18003 高一理一 吃甜食能預防抑鬱？ 

8 鄭羽佩 16217 高三理 1 張安璇 16044 高三理 2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9 賴慧恩 18026 高一理一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10 陳寧 18008 高一理一 盧佩恩 18063 高一理一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11 蔡劼恬 16042 高三理 1 李思潔 16008 高三理 1 “富氫水/富氧水＂能不能改善體質？ 

12 王宏駿 18146 高一理一    服用降血壓藥物後，可不可以吃柚子？ 

13 蘇宣銘 18219 高一理一    滴血認親靠譜嗎？ 

 評審： 

鄭盈盈 陳貞德 謝志武 余浩瀚 

  
  

第三组请登入   https://meet.google.com/jmy-onfh-hoa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題目 

1 楊佳苑 17161 高二理一 歐雪瑩 17269 高二理一 薄荷會不會降低男性生殖能力？ 

2 劉明儷 18083 高一理一 吳銘瑄 18328 高一理一 薄荷會不會降低男性生殖能力？ 

3 顏永序 16006 高三理 2 李俊彥 15105 高三理 2 每日一杯純果汁，癌症找上我？ 

4 餘縈 18289 高一理一 鄭伊珺 18185 高一理一 穿戴口罩，能不能有效預防呼吸道疾病的傳播？ 

5 鄭妤恩 18253 高一理一 陳乙心 18028 高一理一 喝牛奶跟喝水一樣真的會長更高嗎？ 

6 李澤厚 18117 高一理一    每日一杯純果汁，癌症找上我？ 

7 餘歡倪 18093 高一理一 餘婧恬 18108 高一理一 穿戴口罩，能不能有效預防呼吸道疾病的傳播？ 

8 陳烘銳 18053 高一理一 梁荏禹 18069 高一理一 薄荷會不會降低男性生殖能力？ 

9 黃重遠 18128 高一理一    薄荷會不會降低男性生殖能力？ 

10 劉詩政 18022 高一理一    每日一杯純果汁，癌症找上我？ 

11 杜家盈 17317 高二理一 徐誼凱 17070 高二理二 每日一杯純果汁，癌症找上我？ 

12 鄭柔安 17044 高二理 1 鄭美芝 17007 高二理 1 薄荷會不會降低男性生殖能力？ 

13 陳韻萱 18035 高一理一 賴乙綺 18213 高一理一 每日一杯純果汁，癌症找上我？ 

 評審： 

顏金漢 鄭慧敏 林惟康 陳玉蘭 

  

 
 

https://meet.google.com/ibp-wjzy-fyi
https://meet.google.com/jmy-onfh-h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