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幼工商校外競賽得獎記錄

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7
資料

統計 107學年度共計榮獲36項獎項 統計至108年05月30日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7 108/05/16
2019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_高中職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7 108/05/16
2019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_高中職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7 108/05/04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馬來西亞

107 108/04/26
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7 108/04/26
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7 108/04/26
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技術職類
勞動部

107 108/04/10
108年高中職環境科技專題製作競賽_

高中職組
大仁科技大學

107 107/12/06
107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學

生技藝競賽─烘焙職種
教育部

107 107/11/30
107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學

生技藝競賽─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7 107/11/30
107年南台科大全國高中職學生電資類

群創意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7 107/11/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71115梯次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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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7 107/11/12
107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物聯網

App設計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7 107/11/12
107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物聯網

App設計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71031

梯次
教育部

107 107/10/27
2018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循跡避障競

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7 107/10/27
2018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循跡避障競

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7 107/10/27
2018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循跡避障競

賽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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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7 107/10/24
第五屆來恩盃全國高中職資訊能力暨

創意應用專題競賽_資訊創意組
南臺科技大學

107 107/10/24 2018年資訊程式設計競賽_遊戲設計組 嘉南藥理大學

107 107/10/24 2018年資訊程式設計競賽_遊戲設計組 嘉南藥理大學

106
資料

統計 106學年度共計榮獲69項獎項 統計至107年08月02日

106 107/07/20
 2018南科嘉藥耀AI機器人競賽 _高中

高職組(A3三台機器人接力賽項目)
嘉南藥理大學

106 107/06/30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_高中職組

_輪型機器人避障比賽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106 107/05/24
2018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7/05/24
2018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7/05/24
2018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7/05/19
2018 ICDL IT Security資訊安全能力競

賽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國立成功大學、嘉南藥

理大學

106 107/05/19
2018 ICDL IT Security資訊安全能力競

賽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國立成功大學、嘉南藥

理大學

106 107/05/19
2018 ICDL IT Security資訊安全能力競

賽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國立成功大學、嘉南藥

理大學

106 107/05/12

107051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7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_專題組商

業與管理群

教育部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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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5/12
2018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

賽_高中職組
國立成功大學

106 107/04/28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技術職類
勞動部

106 107/04/28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6 107/04/28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6 107/04/28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6 107/04/0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107年

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_專題組小論

文類

教育部

106 107/04/0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107年

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_專題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7/03/30 2018南科嘉南盃AI機器人競賽_ 嘉南藥理大學

106 107/03/30
2018南科嘉南盃AI機器人競賽_高中職

組_A3三台機器人接力賽
嘉南藥理大學

106 107/03/17
2018第四屆愛寶盃創客機器人大賽

_mBot高中職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6 107/03/17
2018第四屆愛寶盃創客機器人大賽

_mBot高中職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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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3/16
2018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超微型創業

構想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7/02/11
2018海峽兩岸港澳無線電測向競賽_青

少年組快速測向競賽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6 106/12/16
2017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職

組拐彎抹角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6 106/12/16
2017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職

組相撲自走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6 106/12/16
2017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職

組相撲自走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6 106/12/04 106年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_南區個人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106 106/12/01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汽車噴漆職種
教育部

106 106/12/01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6 106/12/01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電腦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6 106/11/23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烘焙職種
教育部

106 106/11/18 2017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負重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6/11/18 2017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負重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6/11/18 2017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負重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6/11/18 2017遠東科大無人搬運車負重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6 106/11/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1115梯次(工程技術類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1/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1115梯次(觀光餐旅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1/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1115梯次(觀光餐旅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5頁，共105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校外競賽得獎記錄

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6 106/11/04
2017全國自走車競速賽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自走車拐彎抹角青少年組
勞動部

106 106/11/04
2017全國自走車競速賽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自走車拐彎抹角青少年組
勞動部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崑大盃無線電測向競賽─高中職 崑山科技大學

106 106/11/11 2017臺南購物節全國嫁妝餅創意競賽 臺南市政府

106 106/11/11 2017臺南購物節全國嫁妝餅創意競賽 臺南市政府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0/31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1061031

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106/11/11
2017 ICDL IT Security資訊安全能力競

賽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國

立成功大學、嘉南藥理大學

106 106/10/25
第四屆來恩盃全國高中職資訊能力資

訊暨創意應用專題競賽─資訊創意組
南臺科技大學

105
資料

統計 105學年度共計榮獲60項獎項 統計至106年07月05日

105 106/06/07
2017猴賽擂全國創新創業競賽_創意提

案組
國立屏東大學

105 106/05/20
2017亞洲機器人電腦運動競技大賽_ 高

中職組相撲自走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5 106/05/20
2017亞洲機器人電腦運動競技大賽_高

中職組拐彎抹角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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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6/05/20 106年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5 106/05/20 106年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5 106/05/20 106年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5 106/05/20 106年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5 106/04/28
第57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第五分區科學展覽
教育部

105 106/04/26
2017第十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臺科技大學

105 106/04/22
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5 106/04/22
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

賽_汽車板金(打型板金)職類
勞動部

105 106/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0331梯次(觀光餐旅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0331梯次(藝術類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0331梯次(資訊類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60331梯次(觀光餐旅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2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6年專

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_創意組
教育部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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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

1060315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6/02/22
2017年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高

中職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快

速測向個人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快

速測向個人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定

向獵狐個人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80

米測向個人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個

人全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6/01/21
2017兩岸四地無線電測向精英賽─定

向獵狐個人賽 M19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

105 105/12/24
2016崑大電子盃機器人嘉年華大賽─

自走拐彎抹角
勞動部勞動力雲嘉南分署

105 105/12/18
2106臺南購物節─全國糕餅創意競賽

臺南嫁妝餅(學生組)
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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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5 105/12/18 崑大電通盃無線電電波測向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5 105/12/18 崑大電通盃無線電電波測向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5 105/12/10
2016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

走車相撲(高中職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5 105/11/25
10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_電腦軟體設計職種
教育部

105 105/11/25
10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_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5 105/11/16 2016年商業創新創意專題全國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5 105/11/05

2016第21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校園4G行動應用服務組

─高中職

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資訊及

科技教育司、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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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5/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051031梯次
教育部

105 105/10/29
105資訊月資訊應用技能大賽-中文輸

入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105 105/10/02
2016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高

中職組
教育部、經濟部

105 105/10/02
臺南市105年中小學空手道錦標賽─高

中男子甲組第四量級對打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5 105/08/27 105年全國中等學校熱舞大賽
臺北市體育局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

104
資料

統計 104學年度共計榮獲87項獎項 統計至105年06月15日

104 105/06/15
2016猴賽擂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創意

提案組
國立屏東大學

104 105/05/21
2016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

組─輪式機器人循跡C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5/05/21
2016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

組─輪式機器人循跡C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5/05/21
2016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

組─Ardui Car競速C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5/05/21
2016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

組─mBot最速挑戰D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5/05/20
2016第九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創業企劃組
南臺科技大學

104 105/05/19
2016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

意競賽─高中職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7
工業智動化實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暨  自動化創意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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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5/05/04 2016遠大盃多媒體競賽─攝影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4 2016遠大盃多媒體競賽─攝影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4 2016遠大盃多媒體競賽─攝影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4 2016遠大盃多媒體競賽─攝影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4 2016遠大盃多媒體競賽─攝影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5/05/02
2016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高中

職組初賽

教育部、經濟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4/08
2015年全國盃行動商務網路行銷技能

競賽(大家來開店)

TMCA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

協會

104 105/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

1050331梯次(教育類 )
教育部

104 105/03/31 2016在地食材創意西點競賽 台灣首府大學

104 105/03/31 2016在地食材創意西點競賽 台灣首府大學

104 105/03/29 臺南市105年中等學校優秀青年代表 中國青年救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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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5/03/26

2016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計算機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

大賽」臺灣全國賽─南一區賽─高中

美國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

展中心(Global Lea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104 105/03/26

2016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計算機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

大賽」臺灣全國賽─南一區賽─高中

美國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

展中心(Global Lea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104 105/03/26

2016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計算機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

大賽」臺灣全國賽─南一區賽─高中

美國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

展中心(Global Lea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104 105/03/26

2016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計算機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

大賽」臺灣全國賽─南一區賽─高中

美國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

展中心(Global Lea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104 105/03/19
2016崑山電子盃全國高中職專題應用

競賽─工程應用實作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5/03/19
2016崑山電子盃全國高中職專題應用

競賽─工程應用實作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5/03/19
2016崑山電子盃全國高中職專題應用

競賽─工程應用實作組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3/15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比賽 第

1050315梯次
教育部

104 105/01/28 2016年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4 104/12/28 2015全國高中職金融知識達人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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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4/12/28 2015全國高中職金融知識達人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2/28 2015全國高中職金融知識達人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2/28 2015全國高中職金融知識達人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2/26
2015崑山電子盃自走車循跡全國邀請

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2/20
2016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英文

看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4 104/12/20
2016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中文

看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4 104/12/20 2016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4 104/12/19
2015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

走車相撲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4/12/19
2015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

走車相撲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協會

104 104/12/08 第十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

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

104 104/12/?
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104年友善校園盃

籃球賽
教育部

104 104/12/03
10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烘焙職種
教育部

104 104/11/27
10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4 104/11/27
2015樹德盃全國高中職校園投資交易

模擬競賽─績效組
樹德科技大學

104 104/11/20
2015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應用創意競

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1/15
第 104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藝術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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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4/11/15
第 104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健康護理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1/15 臺南市未來菁英盃慢速壘球邀請賽 臺南市慢速壘球協會

104 104/11/14
104年高中職學生教育高峰論壇─分區

論壇─南區
教育部

104 104/11/06
104年度高中職資訊技能專題製作與小

論文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1/06
104年度高中職資訊技能專題製作與小

論文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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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31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第

1041031梯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104/10/17 2015國產鮮奶應用創意大賽
農委會

中華榖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104 104/09/13
2015米榖粉中西式產品創意大賽─學

生與業餘組

農委會農糧署

中華榖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103
資料

統計 103學年度共計榮獲46項獎項 統計至104年07月04日

103 104/07/04 2015幸福點心創意競賽決賽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03 104/06/27
2015第三屆臺南國際芒果節─芒果蛋

糕裝飾競賽
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農會

103 104/06/27
2015第三屆臺南國際芒果節─芒果蛋

糕裝飾競賽
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農會

103 104/05/24 2015年全國創意歐式麵包烘焙競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 104/05/21 2015全國開放式硬體應用創意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4/04/01
全國高職學生104 年電機與電子群科學

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教育部

103 104/03/31
 第 1040331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

論文寫作比賽(商業類)
教育部

103 104/03/31
 第 1040331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

論文寫作比賽(商業類)
教育部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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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4/03/15
 第 104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4/03/02
2015台灣高中職小論文暨作品成果競

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3 104/03/02
2015台灣高中職小論文暨作品成果競

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3 104/01/23
2015年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高

中職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3 103/11/15
第 103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觀光餐旅類)
教育部

103 103/11/15
第 103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健康護理類)
教育部

103 103/12/13
2014遠大盃南區高中職校創意行銷簡

報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3 103/12/12 2104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3/12/12 2104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3/12/12 2104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3/12/12 2104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3/11/30
2014 飆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

─機器人足球競技賽

103 103/11/28
103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

競賽工業類科─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3 103/11/26
2015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全國賽─

高中職組─中文看打類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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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3 103/11/26
2015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全國賽─

高中職組─中文看打類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3 103/11/08
2015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

高中職組─中文看打類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3 103/11/15
2014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

職-A組_自走車過三關
台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103 103/11/15
2014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

職-A組_自走車過三關
台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103 103/11/15
2014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_高中

職-A組_自走車競速
台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31
第 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3 103/10/26 2014菠蘿傳奇─學生組 台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103 103/10/26 2014菠蘿傳奇─學生組 台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103 103/10/26 2014菠蘿傳奇─學生組 台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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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3 103/10/24
2014第二屆全國高中職財務報表爭霸

戰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3 103/10/22
103年度「選我！選我！SHOW自己」

統一發票推行及租稅教育競賽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103 103/10/17 《人間福報》「青春UP」版投稿 人間福報

102
資料

統計 102學年度共計榮獲65項獎項 統計至103年06月12日

102 103/05/31
2014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組

相撲自走車

102 103/05/31
2014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職組

相撲自走車

102
103/05/10-

05/11

2014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

競賽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102 103/05/01 第六屆德麥盃麵包大賽 大仁科技大學

102 103/04/27
103年全國福爾摩莎盃空手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個人對打第一級
台灣空手道總會

102 103/04/27
103年全國福爾摩莎盃空手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黑帶組個人型
台灣空手道總會

102 103/04/01
全國高職學生 103年度動力機械群專題

暨創意製作競賽複賽(專題組)

教育部職業學校動力機械群科

中心學校彰化師大附工

102 103/03/22
2014遠大盃全國高中職校創意行銷簡

報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2 103/02/10 2014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2 103/01/03 第14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財團法人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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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2
102年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南區個人

組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102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競賽─全國總

決賽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102年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南區團體

組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102 2013全國高中職商管財務報表爭霸戰 崑山科技大學

102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競賽─英語能

力檢測─南區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競賽─中文輸

入─南區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競賽─中文輸

入─南區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競賽─中文輸

入─南區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2013年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技能競賽─

國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2013年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技能競賽─

國高中職組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2 102/12/23
2013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走

車相撲(高中職組)
臺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102 102/12/23
2013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走

車相撲(高中職組)
臺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102 102/11/30
2013RIIA全國機器人智能創新應用競

賽─機器自走車闖關賽(高中職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2 102/11/30
2013RIIA全國機器人智能創新應用競

賽─機器自走車闖關賽(高中職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2 102/11/28
10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

競賽─工業類科─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102 102/11/28
10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

競賽─工業類科─汽車修護職種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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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2 102/11/25 遠大盃互動APP設計競賽─高中組 遠東科技大學

102 102/11/16 2013菠蘿創意展風華比賽  台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102 102/11/15
第 102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健康與護理類)
教育部

102 102/11/15
第 102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工程技術類)
教育部

102 102/11/15
第 102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工程技術類)
教育部

102 102/11/15
第 102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工程技術類)
教育部

102 102/11/15
第 102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資訊類)
教育部

102 102/11/01
2013年第 11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

意競賽決賽
教育部

102 102/11/01
2013年第 11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

意競賽初賽─南區高職五專組
教育部

102 102/11
102年全國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台灣空手道總會

102 102/11
102年全國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公開組個人型
台灣空手道總會

102 102/11
102年全國高中職節約能源專題製作競

賽
經濟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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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31
第 102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
教育部

102 102/10/28
2013年第二屆全國高中職學生投資理

財競賽─時光機投資模擬競賽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02 102/10/27
102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高中競

速菁英組─團體總錦標
臺南市政府

102 102/10/27
102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高中男

子菁英組─300公尺計時賽
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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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2/10/27
102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高中男

子菁英組─500公尺爭先賽
臺南市政府

102 102/10/27
102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高中男

子菁英組─1000公尺爭先賽
臺南市政府

102 102/10/26 2013全國自走車競速大賽─B1組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臺南職業訓練中心

102 102/10/12
2013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高中職

組
教育部

102 102/10/05
2013機器人創意製作競賽─自走車相

撲競賽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2 102/10/05
2013機器人創意製作競賽─自走車相

撲競賽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2 102/10/05
2013機器人創意製作競賽─自走車相

撲競賽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2 102/10/05
2013機器人創意製作競賽─自走車相

撲競賽組
高苑科技大學

101
資料

統計 101學年度共計榮獲53項獎項 統計至102年06月08日

101 102/06/08
102年度全國高職暨綜合高中英語說故

事比賽─B組(非英語主修)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5/18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高

職組相撲自走車競賽

台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01 102/05/18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高

職組相撲自走車競賽

台灣人形機器人學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01 102/05/14
2013遠大盃全國南區高中職校創意行

銷企劃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5/14
2013遠大盃全國南區高中職校創意行

銷企劃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5/14
2013遠大盃全國南區高中職校創意行

銷企劃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5/01
2013遠大盃全國南區高中職證券投資

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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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05/01
2013遠大盃全國南區高中職證券投資

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30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

案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

101 102/04/25
101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

高男乙級B
教育部

101 102/02/01 2013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2/01 2013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2/01 2013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28 2013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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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14
101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2/01/08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1011115梯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101/12/28 2012物聯網創意應用與設計競賽 樹德科技大學

101 101/12/21 2012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1 101/12/08
101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相撲自走車競賽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華夏技術學院

101 101/12/08
101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相撲自走車競賽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華夏技術學院

101 101/12/07
2012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

高中職組中文看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1 101/12/07
2013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賽)─

高中職組中文看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101 101/12/06
10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商業類

科學生技藝競賽─烘焙職種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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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1/11/10
2012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職組
教育部

101 101/10/25
第十七屆全國國語文競賽南區初賽─

一般學校高中職組書法比賽
國立臺灣大學

101 101/10/21
101年勞動達人盃全國技能競賽─汽車

保養職類
行政院榮工委員會

101 101/10/21
102年勞動達人盃全國技能競賽─汽車

保養職類
行政院榮工委員會

100
資料

統計 100學年度共計榮獲52項獎項

100 101/07/27
中華民國第5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高職組機械科
教育部

100 101/06/02
2012 EverSmile 商品行銷企劃暨創業經

營大賽─高中職創業經營組
東方設計學院

100 101/05/23 2012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5 2012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100 101/05/02
第52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中等學校第

五分區科學展覽會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1/04/29
2012 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電

腦鼠迷宮競賽
南台科大

100 101/04/29
2012 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電

腦鼠迷宮競賽
南台科大

100 101/04/29
2012 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電

腦鼠迷宮競賽
南台科大

100 101/04/29
2012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一般企劃組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100 101/04/29
2012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創業企劃組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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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5 2012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2/13
2012年國際青少年發明競賽博覽會─

中學組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WIIPA)

100 101/02/11 2012年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01/01/13
教育部全國中學生小論文競賽─商業

類
教育部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Excel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Excel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Word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Word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Word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Word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
2012年國際電腦技能活動全國高中職

組國際─Word 2003 Expert競賽
MOC

100 100/12/28 2011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0 100/12/28 2011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0 100/12/28 2011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

100 100/12/23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7-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投籃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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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12/23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8-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投籃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100 100/12/23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9-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投籃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100 100/12/16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10-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相撲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100 100/12/16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11-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相撲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100 100/12/16

100學年度台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

聯盟12-UP樂高機器人圖控程式設計─

機器人相撲競賽

教育部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

略聯盟(南榮技術學院)

100 100/12/10
100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高中高職組相撲自走車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100 100/12/10
100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活動榮獲高職組團體成績---佳作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100 100/11
2011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高中

職組─文書處理類
電教協會

100 100/11
201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南區高中

職組─中文看打(一般)類
電教協會

100 100/11/2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0學年度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電腦硬體裝修

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協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台

北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承辦單位：國立海山高級工業職業

100 100/11/2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0學年度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工業電子

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協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台

北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承辦單位：國立海山高級工業職業

100 100/11/2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0學年度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數位電子

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協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台

北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承辦單位：國立海山高級工業職業

100 100/11/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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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11/14
臺南市10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南區

南胡獨奏─高中職B組
臺南市政府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1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100/05/22
2011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高中

高職組相撲自走車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99 100/4/25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男子組空手

道個人對打第四量級
教育部

99 100/4/23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自

動化舉重機構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23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自

動化舉重機構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1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1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1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1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4/1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03/25
教育補助「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

盟」─數位邏輯培訓研習營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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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3/21 2011台灣蛋糕技藝競賽─拉糖藝術組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

99 100/3/21 2011台灣蛋糕技藝競賽─拉糖藝術組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

99 100/3/21
2011台灣蛋糕技藝競賽─杏仁膏裝飾

蛋糕組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

99 100/3/21
2011台灣蛋糕技藝競賽─杏仁膏裝飾

蛋糕組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

99 100/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03/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3/11
2011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專題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3/11
2011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專題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3/11
2011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專題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3/11
2011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專題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100/3/1 第五屆華梵盃高中職部落格大賽 華梵大學、udn網路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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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2/27
2011遠東盃全國高中職球類錦標賽─

壘球
遠東科技大學

99 100/2/27
2011遠東盃全國高中職球類錦標賽─

籃球
遠東科技大學

99 100/2/26 2011年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99 100/2/26 2011年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99 100/2/25
台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空手道第

四量級
台南市政府

99 100/2/25
台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跆拳道74

公斤級
台南市政府

99 100/2/25
台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跆拳道74

公斤級
台南市政府

99 100/2/25
台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高女組跆

拳道46公斤級
台南市政府

99 100/2/1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2/1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2/1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100/2/13
臺南市主委盃空手道錦標賽─高中男

子公開組第二量級對打
臺南市體育會空手道委員會

99 100/01/31
99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高中高職組）自走車相撲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相撲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競速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競速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相撲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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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相撲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相撲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23
2010南區技專與高職策略聯盟－樂高

機器人相撲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9 99/12/17 2010年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99 99/12/17 2010年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99 99/12/17 2010年高中職商業個案分析競賽 崑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99 99/12/9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2010年聖誕蛋

糕比賽─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
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9 99/11/14
2010鯤鯓王盃兩岸全國民俗龍獅藝陣

錦標賽─高中組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99 99/11/12
經濟部全國高中職節約能源專題製作

競賽
經濟部、教育部

99 99/10/31
99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高中高職組自走車相撲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99 99/10/18 教育部第二屆綠色科技創新創意競賽 教育部

99 99/8/11 2010年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99 99/5/4 高職暨綜合高中英語文說故事比賽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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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餐

旅專題製作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餐

旅專題製作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4/6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數

位邏輯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數

位邏輯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數

位邏輯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數

位邏輯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2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機器人成果展示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3/12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機器人成果展示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2/19 2010全國創意花燈競賽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

府觀光局

98 99/1/24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

「專業領域之創新求變」創意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9/1/24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

「專業領域之創新求變」創意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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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1/24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

「專業領域之創新求變」創意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8 98/12/12
98學年度臺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高中高職組自走車相撲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98 98/12/12
98學年度臺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高中高職組自走車撞球組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98 98/10/14
教育部、經濟部第一屆綠色科技創新

創意競賽
教育部、經濟部

98 98/10/14
教育部、經濟部第一屆綠色科技創新

創意競賽
教育部、經濟部

98 98/9/8
環保署全國高中職廢電池回收─平均

量組
行政院環保署

97 98/5/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5/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5/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5/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8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2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自

動化舉重機構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4/12 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高中職小號組 台南市政府

97 98/4/12
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高中職薩克斯

風組
台南市政府

97 98/3/29 台南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中國青年救國團

97 98/3/20
經濟部全國高中職節約能源專題製作

競賽
經濟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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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1/2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競賽（魔法變變變）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2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競賽（魔法變變變）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2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競賽（魔法變變變）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2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競賽（魔法變變變）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25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創

意競賽（魔法變變變）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8/1/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公仔創意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自

動化舉重機構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自

動化舉重機構設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2/00
臺南區技專院校與高職策略聯盟─全

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
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

97 97/10/00 東陽文教基金會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東陽吳篙文教基金會

97 97/10/00 東陽文教基金會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東陽吳篙文教基金會

96 97/7/21 中華民國第48屆中小學科學展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96 97/3/29 台南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中國青年救國團

96 97/00/00
2008國泰人壽大隊接力─雲嘉南地區

組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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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00/00 2008台南市輕鬆環保校園整潔評比 台南市環保局

95 96/7/00 新加坡空手道國際邀請賽─男子組對

95 96/7/00
新加坡空手道國際邀請賽─男子組輕

量型

95 96/7/00
台南縣聯合運動會─男子個人組武術

擂台重乙級

95 96/3/29 台南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中國青年救國團

94 95/7/00 全國熱舞大賽─高中職組

94 95/7/00 中小聯運─空手道個人對打高男丙組

94 95/7/00 中小聯運─空手道個人對打高男丙組

94 95/7/00 中小聯運─空手道個人對打高男丙組

94 95/7/00 中小聯運─跆拳道團體組

94 95/7/00 全民運動會─武術競賽女子組對打

94 95/7/00 東南亞菁英盃─空手道男子組自由對

94 95/7/00 台南文化盃音樂大賽─高中小號組

94 95/00/0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高胡獨奏A

94 95/00/00
芙倫詩全國中西音樂大賽─高中低音

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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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備註

獲獎教師

41人次
獲獎學生84人次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王竑翔、江政翰

特優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高志榕、吳鴻賢、陳重穎

優勝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王俊勝、邱漣杰、葛勝謙

優勝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石佩慈、呂宛靜、潘俊豪

優勝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林庠任、林宗岳、盧文誠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莊承翰、黃子誠、黃人傑

第二名 陳茂松老師 電二禮洪子傑、陳冠禎、梅智堯 作品名稱：自動餵食裝置

佳作 陳茂松老師 電二禮徐乙雋、陳郡緯、梁宏傑 作品名稱：無敵開門鎖

銅牌 蔡正樑老師
汽三禮陳澤瑋、徐正昇、吳佳峰、

李承龍、黃志海
作品名稱：飲料瓶壓縮機

第一名 鄭宗明老師 汽三禮劉培毅 畢業國中：後甲國中

第二名 鄭宗明老師 實機二禮郭子豪 畢業國中：金城國中

第二名 洪埜喆老師 實汽三禮王仲郁 畢業國中：永康國中

第四名
蔡正樑老師

陳穎輝老師

汽三禮陳澤瑋、徐正昇、吳佳峰、

李承龍、黃志海
作品名稱：飲料瓶壓縮機

優勝

(第30名)
方秋子老師 實烘三禮尤亭雯 畢業國中：民德國中

優勝

(第17名)
洪埜喆老師 實汽三禮王仲郁 畢業國中：永康國中

第二名 陳茂松老師
電二禮陳冠禎、洪子傑、資二禮邱

漣杰

甲等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邱漣杰、王俊勝、葛聖謙

作品標題：無限暢通RFID

與NFC同行 — 凡走過必留

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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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宋從偉老師

崔建國老師

資三禮方仁平、韓才德、邱柏瑋、

宋榮富

第二名
宋從偉老師

崔建國老師

資三禮潘柏霆、董學翰、宋嘉宏、

李哲薪

特優 彭筠蓁老師 烘三禮郭金蓮
作品標題：台灣之光讀後

心得

特優 陳穎輝老師 汽三禮陳澤瑋
作品標題：台灣古蹟與文

物

優等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邱漣杰
作品標題：偉人改變了未

來的科技

優等 黃瀚慧老師 資三禮韓材德

作品標題：理性選民的神

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

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

甲等 黃瀚慧老師 資三禮方仁平

作品標題：不懂帶人，你

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

教你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甲等 李相慶老師 實機三禮顏念平
作品標題：停止抱怨的人

生

甲等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呂宛靜
作品標題：夢想這條路踏

上，跪著也要走完

甲等 洪真珠老師 汽二禮李憲品 作品標題：徒步中國

甲等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石珮慈 作品標題：斜槓青年

甲等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方敬翔 作品標題：當祈禱落幕時

甲等 李相慶老師 汽二禮鄭有宏
作品標題：老師你會不會

回來?

第一名 李峯銘老師
電三禮林俊賢、陳汶暉、鄭晉評

張翊群、李昱呈

第二名 李峯銘老師
電三禮林君穎、劉峻嘉、曾冠智、

陳崑宏

第二名 李峯銘老師
電一禮陳冠諭、林宇祥、李定庠、

莊承翰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37頁，共105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校外競賽得獎記錄

名次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備註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黃子誠、江政翰、王俊勝

第一名
林貴美老師

蘇慧櫻老師
資一禮邱庠綸、王廷皓、黃昱誠

第三名
林貴美老師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黃人傑、黃子誠

獲獎教師

75人次
獲獎學生168人次，校友0人次

亞軍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邱漣杰、江政翰

佳作
林貴美老師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俊勝、王竑翔、葛聖謙

第一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張宜楨、李孟儒、陳柄樺、

資三禮孫詠翔

作品名稱：物聯網智能蜜

蜂養殖箱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鄭仲棋、蘇于耀、郭廷維
作品名稱：偵測人體的智

能電風扇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周湕衡、劉晏彣、鄭宇翔、

陳奕方

作品名稱：智慧型多用途

家電開關

優勝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方仁平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二禮劉丹逢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竑翔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李孟儒、張宜楨、陳柄樺

專題名稱：資訊科技暨物

聯網提升在地產業競爭力

的探討─以阿洲蜜蜂工廠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竑翔、江政翰

特優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俊勝、邱漣杰、葛聖謙

特優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黃子誠、莊承翰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吳鴻賢、高志榕、陳重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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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陳逸哲、曾薪翰、施政佑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石珮慈、呂宛靜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林宗岳、黃舶皓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黃人傑、洪嘉豪

第三名 洪埜喆老師 汽三禮劉禹則 畢業國中：麻豆國中

第二名 鄭宗明老師 實汽三禮鄭高全 畢業國中：關廟國中

第三名 鄭宗明老師 汽二禮劉培毅 畢業國中：後甲國中

第五名 鄭宗明老師 實機一禮郭子豪 畢業國中：金城國中

優勝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李孟儒、張宜楨、陳柄樺

專題作品：資訊科技暨物

聯網提升在地產業競爭力

的探討─以阿洲蜜蜂工廠

佳作 崔建國主任
資三禮楊柏彥、李冠篁、邱上銘、

電三智梁凱淳

題目: 混沌亂數產生器與

數位訊號加密電路設計

亞軍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黃子誠、莊承翰、江政翰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王俊勝、葛聖謙、王竑翔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葛聖謙、王俊勝、王竑翔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黃子誠、李宇軒、莊承翰

第一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林文裕、卓昱秀、郭純婷、

蔡榮哲、謝雨涵

作品名稱：青春夢想農地

出租

優等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俊勝、葛聖謙、李宇軒、

莊承翰

作品名稱：『我們不一

樣』網路商店創業企畫書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王嘉筠、王筱淩、溫原池、

吳宗儕
作品名稱：Catch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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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林佳莉、潘怡蒨、鍾于瑄、

蔡宜均、胡佳綺
作品名稱：月圓人糰圓

優等 林秀枝老師 資三禮孫詠翔、楊柏彥、唐立杰
作品名稱：宅物奇趣談品

牌創業計畫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陳鼎文、丁翊軒、林晉仁、

馬靖弈、陳佑軒

作品名稱：愛不釋手夾娃

娃機創業企劃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陳昭宇、張宜楨、李孟儒、

陳柄樺
作品名稱：生活小確幸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張誠祐、林宇凡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電機二禮李昱呈、林俊賢、陳崑

宏、張翊群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鄭詩穎老師
電機二禮魏上文、林君穎、劉峻嘉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電機二禮李昱呈、林俊賢、陳崑

宏、張翊群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李孟儒

優勝

(第15名)
杜建勳老師 實汽三禮劉威辰

畢業國中：大灣高中(附設

國中部)

優勝

(第12名)
洪埜喆老師 汽三禮劉禹則 畢業國中：麻豆國中

優勝

(第33名)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楊柏彥

畢業國中：仁德國中

另考取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金手獎

(第二名)
何美倩老師 烘三智洪运昊 畢業國中：復興國中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陳汶暉、林俊賢、陳崑宏、

張翊群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魏上文、林君穎、劉峻嘉

曾冠智、林濬承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黃柏勳、王俊翊、方俊奕、

何冠毅、藍培銘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鄭晉評、李昱呈

特優
崔建國主任

林秀枝老師
資三禮邱上銘、李冠篁、楊柏彥

作品標題：混沌亂數產生

器與數位訊號加密電路設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黃麗淑老師
實烘三禮杜雅淇、林湘濡、林意惠 作品標題：蛋捲好色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黃麗淑老師
實烘三禮陳穩魁、吳姿嫺、張玉鳳

作品標題：顛覆你我味覺

與視覺－彩衣蛋黃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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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二禮邱柏瑋、黃聖耘

佳作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莊承翰、洪嘉豪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林宇凡、張誠祐

佳 作 宋從偉老師 資二禮黃奕評、劉丹逢

佳 作 陳茂松老師 電一禮陳學賢、陳冠森

佳 作 陳茂松老師 電一禮林昱斌、黃昭偉

佳 作 陳茂松老師 電一禮翁家源、黃宸祥

優選 陳茂松老師 電一禮王翊丞、黃冠陞

第一名 陳雅雯老師 烘三禮黃雅勤、陳宥蓁

第二名 周秀香老師 烘三信王晨芸、劉泓瑜

優等 陳穎輝老師 電三智蔡喆斌
作品標題：不只要優秀-教

育與愛的27堂課

優等 黃瀚慧老師 烘三智楊宇傑

作品標題：1年計畫10年對

話：預約10年後的自己，

需要年年實踐與更新

甲等 黃瀚慧老師 烘三禮黃妍芳
作品標題：15歲改變世界

的傳奇

甲等 彭筠蓁老師 汽三禮吳明翰
作品標題：如果可以簡單

，誰想要複雜

甲等 彭筠蓁老師 烘二禮黃仁翔
作品標題：沒被抓到也算

作弊嗎

甲等 陳穎輝老師 電三智施尊亞
作品標題：一堂叫原諒的

課

甲等 彭筠蓁老師 汽三禮林郁捷 作品標題：少年小樹之歌

第一名 林秀枝老師 資三禮楊柏彥

第二名
崔建國主任

林秀枝老師
資一禮王俊勝、黃子誠、葛聖謙

獲獎教師

57人次
獲獎學生 113人次，校友1人次

第一名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李孟儒、張宜楨、陳昭宇、

陳柄樺、蔡榮哲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黃三益老師

電二禮廖啟瀚、許逸軒、周嘉睿、

電二智梁凱淳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黃三益老師

電二禮廖啟瀚、許逸軒、周嘉睿、

電二智梁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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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一禮陳汶暉、林俊賢、鄭晉評、

張翊群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一智魏上文、林君穎、陳崑宏、

李家豪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郭榮全老師

電三禮邱敬學、黃士榕、李家鋐、

薛亦廷

第三名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方仁平、李奕勳、資一智黃

奕評、劉丹逢、羅威翔

佳作 蔡正樑老師 資二禮李冠篁、邱上銘、楊柏彥
作品名稱：三翼水平軸風

力發電機的改良

第二名 林秀枝主任

第二名 鄭宗明老師 實汽二禮鄭高全 畢業國中：關廟國中

第四名 鄭宗明老師 實機三禮巫志福 畢業國中：安順國中

優等 林妤馨老師 烘三禮吳佳陵、林千琇

作品標題：不同油脂在餅

乾 風味 差異上之呈現 ~以

玫瑰花小西餅為例

甲等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邱楓淇、邱瑞宏、楊凱翔
作品標題：探討台灣媒體

亂象

甲等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彭偉豪、蔡宛真、盧美君
作品標題：民眾對手機依

賴行為的探討

甲等 周秀香老師 烘三智陳琬濰、簡嘉伶
作品標題：台「牛」與外

「馬」的嚼競

佳作 蔡正樑老師 汽二信黃宇賢 作品名稱：飲料瓶壓縮機

特優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張嘉欣 作品標題：轉念

特優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蘇美恩

作品標題：道歉的力量：

維護尊嚴與正義，進行對

話與和解

特優 汽二禮吳明翰
作品標題：夢想這條路踏

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優等 汽三智陳沐賢 作品標題：第二次初戀

優等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陳郁婷
作品標題：有一天，媽媽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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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彭筠蓁老師 烘一禮郭金蓮
作品標題：旋風百草讀後

心得

優等 施康生老師 電二智施尊亞
作品標題：簡單，才能開

心

優等 黃鈴雅老師 綜三禮林峻逸 作品標題：放慢生活步調

甲等
洪真珠老師

林淑芬老師
商二禮潘怡蒨 作品標題：來自天堂的雨

甲等 黃瀚慧老師 烘二禮黃妍芳 作品標題：93奇蹟

甲等 陳穎輝老師 汽一禮黄志海 作品標題：簡愛

甲等 烘一智潘淳力
作品標題：那又怎樣的一

年 心得

甲等 陳穎輝老師 資二禮鄭宇翔
作品標題：一公升的眼淚-

亞也的日記

甲等 資一智王宜婷 作品標題：體溫

潛力獎 陳雅雯老師 烘二禮黃妍芳、陳思偉、許珮珍 作品名稱：兒童專用筆刷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黃士榕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

第四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

第四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黃士榕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簡豐源、黃士榕、

陳清輝

佳作 陳雅雯老師 烘二禮黃雅勤、黃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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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邱敬學、黃士榕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電三禮簡豐源、陳清輝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鄭詩穎老師

電三禮邱敬學、簡豐源、黃士榕、

陳清輝

優勝

(第 11名)
陳茂松老師 資三禮方昱荃

畢業國中：大灣高中(附設

國中部)

優勝

(第 18名)
洪埜喆老師 綜三智簡偉傑 畢業國中：復興國中

佳作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李孟儒、林佳莉、張宜楨、

林文裕、陳柄樺、陳昭宇、商科105

級校友蘇首銓

作品：婚禮總鋪師(全國 30

所學校參加，參賽隊伍39

組)

佳作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李孟儒、張宜楨、陳昭宇 作品：現代神農氏

特優 黃良美老師 烘二智莊媚如

作品標題：1年計畫，10年

對話：預約十年後的自己

，需要年年實踐與更新

優等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陳郁婷 作品標題：1cm

優等 洪真珠老師 商二禮潘怡蒨

作品標題：深海：和一個

不喜歡的人交往，理由會

是什麼？

優等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蘇美恩
作品標題：人生就像茶葉

蛋，有裂痕才入味。

優等 電二禮廖啟瀚 作品標題：秦始皇

優等 施康生老師 電二智蔡喆斌
作品標題：看見孩子的叛

逆

甲等 洪真珠老師 烘三禮張嘉欣 作品標題：重新看見自己

甲等 嚴玲老師 實機二禮王文遠 作品標題：手斧男孩

甲等 黃瀚慧老師 烘二禮黃妍芳
作品標題：有了夢想，然

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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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黃三益老師 汽三智陳謄仲 作品標題：我還在

學校團體組

第五名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邱瑞宏、商二禮李孟儒、陳

鼎文、蔡榮啠

入選獎
蔡正樑老師

蘇慧櫻老師

資二禮李冠篁、邱上銘、楊柏彥、

唐立杰

第一名 汽一信郭睿彬

第三名 實烘三智林菁宜

獲獎教師

72人次
獲獎學生 219人次，校友2人次

第三名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盧美君、蔡宛真、商一禮李

孟儒、張宜楨、陳柄樺、陳昭宇、
隊名：我要你幸福

第一名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二智陳威延、陳玉堂、邱育聖、

梁耘達

第二名
林貴美老師

蘇慧櫻老師

資一禮李冠篁、邱上銘、唐立杰、

楊柏彥

佳作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葉柏賢、劉長青、陳仕賢、

杜芷萱

佳作
陳茂松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二禮方昱荃、林淯淜

佳作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薛盛文、蘇首銓、商二禮盧

美君、蔡宛真、商一禮李孟儒、張

宜楨、陳昭宇、陳柄樺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薛亦廷、李家鋐、陳清輝、

邱敬學
作品名稱：鋤禾日當午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邱敬學、簡豐源、黃士榕、

陳清輝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第二名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林淯淜、方順意、汪柏辰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第二名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方昱荃、林世凱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第三名 李維和老師
電一智梁凱淳、鄭東泰、施尊亞、

蔡喆斌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第三名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林柏辰、方昱荃、陳銓群 無人搬運車計時競賽

最佳造形獎 李峯銘主任
電二禮薛亦廷、李家鋐、林羣鈞、

何政偉
自動化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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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林佳莉 作品：水流薀萬物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蔡宛真 作品：青年導師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二禮盧美君 作品：慈幼工商─順流而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黃萱鳳 作品：天佑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蘇首銓 作品：綻放

入選獎
蔡正樑老師

蘇慧櫻老師

資二禮李冠篁、邱上銘、楊柏彥、

唐立杰

作品：三翼水平軸風力發

電機改良

最佳商品創

意獎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張宜楨、蔡榮哲、陳柄樺 店舖名稱：溫暖你心小鋪

優勝 倪孝先老師 商二禮邱瑞宏、劉彥宏 店舖名稱：慈幼百貨

優勝 吳貞瑩老師 商二禮陳哲宇、蔡宛真、盧美君 店舖名稱：YourLife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潘怡蒨、廖崧棋、林佳莉 店舖名稱：蝦米攏賣

優勝 洪銀歛老師 商二禮邱楓淇、甘宜平、鄭宇庭 店舖名稱：哈味商店

優勝 洪銀歛老師 商二禮謝芳宜、胡嘉萱、洪紫縈 店舖名稱：時尚美人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翁健勛、洪偉綸、古尚弘 店舖名稱：小吃店

優勝 倪孝先老師 商二禮葉晉豪、古勝全、余佩怡 店舖名稱：慈幼挑寶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黃萱鳳 店舖名稱：生活鮮活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蘇首銓、謝明諴、郭子愿 店舖名稱：3c第二春

特優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楊易霖、丁翊軒、陳柄樺
作品標題：電玩成癮的行

為探討

第一名 施清堂老師
實烘二禮陳欣儀、王妤庭、實烘一

禮劉佳怡

第三名 方秋子老師 實烘二智黃立翔、林嘉祥

本校代表 實烘三智金函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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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崔建國主任 資訊一禮楊柏彥
科目：計算機綜合能力

ICT(成績：909)

第三名 崔建國主任 資訊二智梁耘達
科目：計算機綜合能力

ICT(成績：904)

金腦獎 崔建國主任 資訊一禮林宏濱
科目：計算機綜合能力

ICT(成績：899)

金腦獎 崔建國主任 資訊一禮張宇豪
科目：計算機綜合能力

ICT(成績：865)

優選 李峯銘主任 子三禮陳柏亨、潘彥傑 作品名稱：溫感馬達

優選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劉長青、葉柏賢、陳柏文、

杜芷萱
作品名稱：機器人偵測器

佳作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葉柏賢、陳柏文、劉長青、

鄭佩純

作品名稱：偵測機器模組

手臂

特優 烘三禮王怡真 作品標題：一公升的眼淚

特優 實汽一禮沈瀚渭 作品標題：心向太陽

優等 烘二禮張嘉欣 作品標題：讓天賦自由

優等 汽二智陳沐賢
作品標題：沒被抓到也算

作弊嗎？

優等 烘二禮陳郁婷 作品標題：末班車乘客

優等 烘二禮蘇美恩 作品標題：人生不設限

優等 電一禮廖啟瀚
作品標題：帝國崛起：一

場歷史的思辨之旅2

甲等 綜二禮鄭直祐
作品標題：柔軟成就不凡-

奧林匹克麵包師吳寶春

甲等 綜三禮林信佑
作品標題： 撒哈拉歲月讀

書心得

甲等 烘三禮黃姿綾 作品標題： 逆光飛翔

佳作
鄭永成老師

蔡正樑老師
實汽三禮陳嘉佑、薛舜鴻、曾暐倫

作品名稱：自行車前後輪

煞車力分配器

第三名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郭子愿、顏清皇、陳勁宇、

謝明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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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洪銀歛老師
商二禮劉彥宏、邱楓淇、邱瑞宏、

陳哲宇

佳作 洪銀歛老師
商二禮余佩怡、古勝全、蔡宛真、

盧美君

佳作 吳貞瑩老師
商三禮陳若恬、周珮瑄、黃萱鳳、

李崇瑋

佳作
崔建國主任

林貴美老師
資三禮葉柏賢、戚誠文

第二名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陳鼎文

第七名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陳品諭

優勝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黃萱鳳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鄭詩穎老師

電二禮邱敬學、簡豐源、黃士榕、

陳清輝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李維和老師

電一智梁凱淳、蔡喆斌、吳倉賢、

黃彥臻

入選獎 林秀枝主任
商三禮薛盛文、蘇首銓、黃萱鳳、

周珮瑄、陳若恬

第四名 林育緯老師

孫稚翔、林柏衛、李聖家、方詠

荃、康曜宸、王家軍、呂文凱、郭

宗航、吳政寬、溫信誠

優勝

(第 17名)
黃麗淑老師 實烘三禮王彥婷

優勝

(第 19名)
鄭宗明老師 綜三智陳政安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楊易霖、馬靖弈、陳柄樺

第三名
(暨設計完整獎)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方昱荃、林世凱
作品名稱：植物感測及自

動控制系統

優等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潘怡蒨、廖崧棋、林佳莉

作品標題 ：你今天「韓

劇」了嗎 － 韓劇對台灣

民眾生活層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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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林秀枝主任 商一禮張宜楨、胡佳綺、鍾于瑄

作品標題 ：民眾對登革熱

防治宣傳的認知暨自我力

行程度的探討－以台南市

民為例

冠軍

資三禮包峻誠、資三禮黃昱愷、汽

三智陳昭智、子三禮莊博堯、綜三

智林炳憲、綜三智陳秉杰、電三禮

甘鎮瑋、電三禮廖原銘、實烘三禮

鄭博彰、汽二禮 張宸熏、烘二禮葉

昌錡、實烘二智黃嘉豪、汽一禮謝

昆廷、汽一智龍漢柏、汽一智吳立

翔、汽一信許峻銘

入選全國學

生代表
彭筠蓁 實汽三禮陳嘉佑、實烘三禮劉念宣

第三名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林淯淜、方順意、汪柏辰、

林世凱、方昱荃
專題名稱：智慧抽油煙機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薛盛文、周珮瑄、陳福興
專題名稱：Rang Comic的

推廣使用與探討

特優 實烘三智周千華 作品標題 ：危險心靈

特優 綜三禮吳存貴 作品標題 ：一公升的眼淚

優等 烘二禮張嘉欣
作品標題 ：用腳飛翔的女

孩

優等 綜二禮潘俐娟 作品標題 ：少女讀後心得

優等 綜三智林翰暘
作品標題 ：把這份智慧傳

下去

甲等 烘三禮王怡真
作品標題 ：櫻花樹下的約

定

甲等 綜三禮張泳新
作品標題 ：努力的專屬超

人

甲等 綜三禮董蒔頻 作品標題 ：我的咖啡

甲等 資三禮李汶彥
作品標題 ：在天堂遇見的

五個人

甲等 實烘三智郭盈蓁

作品標題 ：不要跟我耍心

機:每個人全身上下其實都

暗藏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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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實烘三智金函蒨 作品標題 ：天使的印記

甲等 汽三智羅健文

作品標題 ：為了圓一個謊

，而開始了改變一生的旅

行

季軍 校友參賽 實用技能學程104級校友蔡雲康

季軍 校友參賽 實用技能學程104級校友蔡雲康

獲獎教師

44人次
獲獎學生93人次，校友0人次

優勝 高誌鍵老師 實烘二智金涵蒨、葛孟華

第一名 高誌鍵老師 實烘二禮王彥婷

第五名 方秋子老師 實烘二智陳品霏

佳作 高誌鍵老師 實烘三?陳政文

優勝(佳作) 陳茂松老師
資二禮葉柏賢、包峻誠、方竣楷、

資一禮林淯淜
作品名稱:  粉塵偵測系統

佳作
李峯銘主任

林炎輝老師

電三禮蘇永富、陳光騏、吳逸翔、

許哲昕

作品名稱:  太陽能自動充

放電路燈

特優 商三禮濮敬庭、楊竝華、黃才容

作品名稱:  微型創業企劃

案分析之探討─以客製化

抱枕專賣店為例

優等 商二禮黃萱鳳、陳若恬、蘇首銓

作品名稱:  實體書店的行

銷方式研究及消費者滿意

度分析-台南政大書城

特優 烘一禮張嘉欣 作品名稱: 最後的演講

優等 實烘二智周千華 作品名稱: 1分鐘生命思考

優等 綜二禮陳瀅家
作品名稱: 過得還不錯的

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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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一禮潘俐娟
作品名稱: 一公升的眼淚

讀書心得

優等 綜三禮柯永彬 作品名稱: 恐懼炸彈

甲等 烘二禮王怡真
作品名稱: 偷書賊The Book

Thief

優等
林秀枝主任

何美倩老師
綜三禮薛沁華、魏宜芳、蘇怡蓁

甲等
林秀枝主任

吳枚珠主任
實烘三禮陳威廷、林瓊枝

佳作 蔡正樑老師 李瑞璋、黃麒瑋、葉恩迪
作品名稱：半自動型追日

系統

優等
林秀枝主任

吳枚珠主任
綜三禮薛沁華、魏宜芳、蘇怡蓁

作品標題：大地顏色七彩

鬆餅－不要人工素也能媚

惑你我味蕾嗎 ？

甲等
林秀枝主任

吳枚珠主任

商三禮濮敬庭、實烘三禮陳威廷、

林瓊枝

作品標題：台灣食品材料

安全的探討－以烘焙產品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濮敬庭、楊竝華、黃才容、

侯冠州、曾柏穎

作品名稱：府城瘋文創
(全國參賽隊伍共 81隊，來自 62

所高中職)

第一名 陳茂松老師 資三禮周建鋐、謝俊成
作品名稱:  簡易計步器含

生理狀態(心跳)

第二名 陳茂松老師 資三禮石隆旭、林承沛 作品名稱:  震動防盜器

設計完整獎 陳茂松老師 資三禮周建鋐、謝俊成
作品名稱:  簡易計步器含

生理狀態(心跳)

設計完整獎 陳茂松老師 資三禮石隆旭、林承沛 作品名稱:  震動防盜器

佳作 李峯銘老師
綜三智黃颽文、江彌格、何柏宜、

王信翰
隊名：CC零盟

優勝

(第 32名)
鄭宗明老師 實汽三禮林泓均

優勝 謝明溪老師 商一禮洪紫縈 速度120.1 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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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 謝明溪老師 商一禮邱瑞宏 速度104.1 字/分

第一名 謝明溪老師 商一禮洪紫縈 速度120.1 字/分

第三名
林貴美老師

崔建國老師

資訊二禮葉柏賢、陳柏文、李汶

彥、王柏森
隊名：豬腳號

佳作
林貴美老師

李峯銘老師

資訊二禮方竣楷、劉長青、杜芷

萱、戚誠文
隊名：亞特廸斯號

佳作
宋從偉老師

李峯銘老師

電子二禮周翔雲、林敦偉、許廷

瑋、余添旺
隊名：倪秀軒雙下巴

特優 嚴玲老師 子三禮黃柏威
作品標題：撒下好命的種

子─爭時間

特優 王大裕老師 實烘三禮陳怡葶 作品標題：說不出口的愛

特優 彭筠蓁老師 綜二禮范心恩 作品標題：三年K班

特優 彭筠蓁老師 綜二禮陳瀅家 作品標題：生之歌

優等 黃瀚慧老師 綜三智李昌益
作品標題：我們都是這樣

長大的

優等 黃瀚慧老師 綜三智陳泓志
作品標題：這些人，那些

事

甲等 黃良美老師 商二禮薛盛文
作品標題：少年Pi的奇幻

漂流讀書心得

甲等 施康生老師 烘二禮王怡真
作品標題：五歲時，我殺

了自己

在地食材獎 實烘三智蔡雲康
作品名稱：果漾繽紛菠蘿

麵包

特色創意獎 實烘三禮方志賢 作品名稱：紫衫龍王

技藝獎 實烘三禮呂欣融 作品名稱：情人梅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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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 洪銀歛老師
商二禮 薛盛文、黃萱鳳、顏清皇、

蘇首銓、周珮瑄、陳若恬
本次參賽人數 320人

第六名 洪銀歛老師 商一禮 葉晉豪、許子奕、劉彥宏
本次競賽共39隊參賽，獲獎隊伍中本校

為唯一一組高一參賽隊伍。

文藝作品

優異
洪真珠老師 烘一禮 陳郁婷 題目：媽媽對不起

獲獎教師

46人次
獲獎學生138人次，校友0人次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電二禮卓俊杰、陳宗緯、蔡子揚、

柯俊宇
隊名：大男孩

佳作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子二禮鄭名哲、戴永承、黃柏威、

許銘煌
隊名：鐵人兵團

佳作 崔建國老師 資三禮鍾啟信
藍芽聲控循跡T1賽車競速

賽─高中職組

佳作 實烘二智蔡雲康、史鉦謦 作品名稱：蔬果雙重奏

第二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劉晉丞 家長會長劉玉智先生公子

第三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劉晉丞 家長會長劉玉智先生公子

佳作 蔡正樑老師
綜二智李昌益、汽二禮吳宗翰、陳

信凱、林季葳
作品名稱：車輛儲能裝置

第一名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商二禮曾子豪、何一、陳琮偉、詹

凱強、張宏誠

作品名稱：蓋火鍋─鼎鼎

大名

優等獎 陳茂松主任 資二禮石隆旭、周建鋐
論文題目：「新觸控，新享

受」─手機螢幕技術淺論

無名次區分 慈幼老師

綜三禮陳宇盛、陳崧豪，綜三信黃

博章、李彥霖、林明翰、鍾幃轍，

資三禮林政宇、梁育澤、楊秉秦、

李寶諴、林奕齊、鍾啟信，商三禮

侯珺屏，實廣三禮莊茹芳，實烘三

禮李慧萱、陳佳宜、唐仕芝

「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是一

項國際性的表揚活動，目的

是為了肯定及鼓勵在志願服

務方面表現傑出的青少年，

本校得獎的同學均為「慈幼

真福會」的同學，他們進行

了多次的「真福行動」，幫

助許多弱勢的團體，就是在

志工及志願服務方面表現十

分傑出，恭喜他們獲獎。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53頁，共105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校外競賽得獎記錄

名次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備註

優勝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侯冠州、黄才容

第九名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侯冠州

第五名 林秀枝老師
商務二禮侯冠州、黄才容、王文

琪、郭霈儀

優勝 吳貞瑩老師
商二禮郭霈儀、楊竝華、濮敬庭、

溫毅庭、何一、李曉祈

第二名 唐梅桂 老師 商二禮黃士嘉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侯冠州

第十名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王文琪

優勝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郭霈儀

冠軍 林秀枝老師
商務二禮林昭君、王文琪、郭霈

儀、黃士嘉

季軍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濮敬庭、楊竝華、黄才容、

侯冠州、曾子豪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鄭詩穎老師

綜三信盧仲彥、丁睿紘、蘇暐倫、

李維融
隊名：臨界點

第三名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電三禮戴揚軒、子三禮戴柏華、謝

翰毅、王榮瑄
隊名：Salesian慈幼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郭榮全老師

電三禮戴揚軒、陳彥嘉、陳家暉、

楊曉悟
隊名：慈幼2號

佳作

李峯銘主任

遠東科技大學

黃譯興教授

子三禮陳景揚、黃柏元、資三禮鍾

啟信
隊名：隨心所欲之iROBOT

優勝

(第24名)
鄭宗明老師 汽三禮陳哲傑

優勝

(第34名)
鄭宗明老師 實汽三禮宋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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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林貴美老師 資一禮李政峰、鍾承志、戴良宇
作品名稱：台南安平古蹟

精選介紹

地方食材獎 黃麗淑老師 實烘二禮方志賢 作品名稱：波虱麵包

優等 商二禮黃才容、楊竝華
作品標題：咖啡種類與對

人體的影響－咖啡

甲等 電三禮陳彥嘉
作品標題：改善校園之如

何使用電燈開關

甲等 子二禮黃柏威、鄭名哲、江冠廷
作品標題：電動腳踏車--

電瓶的改良

甲等 綜二智李昌益、陳家輝 作品標題：旅行箱電動車

甲等 資二禮周建鋐、石隆旭
作品標題：中央處理器的

進化

表現優異 自行參賽 子三禮洪培恩 隊伍名稱：清潔大隊

第一名 自行參賽 子三禮洪培恩 隊伍名稱：清潔大隊

第二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劉晉丞 家長會長劉玉智先生公子

第三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劉晉丞 家長會長劉玉智先生公子

佳作 蔡正樑老師
子二禮鄭名哲、江冠廷、黃柏威、

綜二智李昌益
作品名稱：並聯充電

特優 綜二智李昌益 作品標題：航海王心得

特優 綜二智楊晉豪 作品標題：幸福鈴

優等 商三禮謝金龍 作品標題：單車遊寶島

優等 商二禮陳琮偉 作品標題：後青春期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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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商二禮侯冠州 作品標題：成功

優等 商二禮楊荏崴
作品標題：哈利波特-神秘

的魔法石

優等 商二禮陳亞昕 作品標題：達文西密碼

甲等 電三禮陳彥嘉

作品標題：生命的障礙─

《一公升的眼淚》母親潮

香的手記

甲等 商二禮郭霈儀
作品標題：不曾心碎，就

不知什麼是幸福

甲等 商二禮王文琪
作品標題：感動人心的故

事

甲等 汽二禮王冠中 作品標題：飢餓遊戲

甲等 綜二智陳家輝 作品標題：高中生心理學

甲等 資二禮黃郁德
作品標題：正義：一場思

辨之旅

甲等 商二禮許芳綺 作品標題：總裁獅子心

甲等 綜三智許言瑜 作品標題：環境台灣

甲等 商二禮劉家瑜 作品標題：秘密

甲等 綜三智蔡承佑
作品標題：打造自己的幸

福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濮敬庭、黃才容

第二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陳俊嶧

第二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陳俊嶧 成績：00分 30秒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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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陳俊嶧 成績：00分51秒 357

第四名 自行參賽 實烘一智陳俊嶧 成績：01分45秒 820

佳作

遠東科技大學

黃譯興教授

(李峯銘主任)

子三禮陳景揚、黃柏元、資三禮鍾

啟信
作品名稱：隨心所欲

佳作 蔡正樑老師
子二禮鄭名哲、江冠廷、黃柏威、

綜二智李昌益

作品名稱：串並聯切換開

關

最佳機構

創意

林貴美老師

崔建國老師
資三禮鍾啟信、李錥丞、鄭景文

佳作
林貴美老師

崔建國老師

李峯銘老師

資三智陳冠霖、詹育澤、林育賢

佳作
林貴美老師

崔建國老師

李峯銘老師

綜三信蘇暐倫、丁睿紘、盧仲彥

佳作
林貴美老師

崔建國老師

李峯銘老師

實微三禮江孟錡、林家弘、陳鴻文

獲獎教師

65人次
獲獎學生149人次，校友1人次

佳作 葉尚明老師
綜二智于若庭、吳貞儀、

綜一禮林雨潔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綜三信蘇柏全、楊鈞兆、王柏元、

劉韋佑

佳作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綜二信丁睿紘、盧仲彥、綜一智李

勁廣、王瑞榮

佳作 林秀枝老師
綜二禮陳宇盛、劉欣潔、吳俊慶、

鄭馨容
作品名稱：樂來樂有趣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詹凱強、曾子豪、陳琮偉、

何一
作品名稱：就愛鼎鼎大名

佳作 洪銀歛老師
商三禮潘品霖、鍾舒雯、盧怡蒨、

陳禹媜
作品名稱：豆出新養生

第七名 吳貞瑩老師 商一禮楊荏崴、陳琮偉 隊伍名稱：沒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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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名 吳貞瑩老師 商一禮陳思豫、黃才容、濮敬庭
隊伍名稱：哥炒的不是股

票

優等獎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商一禮濮敬庭、黃才容、楊竝華、

蔣沛珊、吳尚宸、邱柏翰、許登富

優等獎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商一禮黃士嘉、侯冠州、施品丞、

郭霈儀、溫毅庭、曾柏穎、林昭君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綜二禮陳宇盛、吳俊慶、劉欣潔、

鄭馨容、黃建華、方竑鈞、陳崧豪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商一禮曾子豪、陳琮偉、詹凱強、

楊荏崴、何一、張宏誠

佳作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陳榆宣、李繪瑩、王文琪、

洪梓瑜、吳若菁、蔡郁萱

佳作 倪孝先老師
商二禮謝金龍、顏慈蓉、譚惟仁、

吳政樺、王志宇、黃鈺琇、楊卉暄

第七名 陳茂松老師

電二禮蘇加方、楊豐碩、李兆祥、實汽二禮

王程範、汽一智蘇健綸、鄭世勇、綜一智江

彌格、電一禮許誌軒、實汽一禮金韋國、實

烘一智劉博睿

優等 蔡正樑老師 綜三信張家銘、方晟瑋、林泓瑀
作品名稱：雙轉軸垂直軸

風車

潛力獎 蔡正樑老師 綜三信張家銘、方晟瑋、林泓瑀 作品名稱：眼球運動訓練

潛力獎 蔡正樑老師
實汽二禮邱德良、梁昱翔、實微一

禮葉嘉銘
作品名稱：行動冰箱

特優
楊昭君老師

崔建國老師
資二禮方俊傑、李寶諴

作品名稱：行動裝置發展

趨勢：無線充電探討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陳琮偉、詹凱強、曾子豪
作品名稱：台灣精彩文化

─陣頭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黃才容、楊竝華
作品名稱：再忙也要和你

喝一杯─咖啡

優等 林秀枝老師 商二禮王志祐、譚惟仁、顏慈蓉
作品名稱：便利商店對民

眾生活層面的影響

優等 林秀枝老師 綜二禮陳宇盛、劉欣潔
作品名稱：台灣正宗好滋

味─你我身邊的珍珠奶茶

優等 林秀枝老師 綜二禮吳俊慶、洪宜伶
作品名稱：公仔行銷策略

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影響

特優 黃三益老師 汽三智蔡丁福 作品名稱：清貧致福

優等 黃三益老師 綜三禮周文君 作品名稱：告白

優等 施康生老師 資二禮李寶諴
作品名稱：擁有不設限的

人生

優等
彭筠蓁老師

林秀枝老師
商務一禮紀冠宏 作品名稱：心靈的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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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三信郭孟穎
作品名稱：改變態度，改

變人生

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三信林泓瑀
作品名稱：衝破人生的冰

河

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三信崔繼謙
作品名稱：深夜加油站遇

見蘇格拉底

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三信胡庭瑋
作品名稱：為夢想流的五

種眼淚

甲等 嚴玲老師 實微三禮施冠宇
作品名稱：賽德克‧巴萊

讀書心得

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二智吳貞儀 作品名稱：勇氣

甲等 彭筠蓁老師 綜二信林明翰
作品名稱：現代的教育的

影響

甲等 王大裕老師 汽二禮周利勳 作品名稱：廢墟裡的幸福

特優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陳琮偉、曾子豪、詹凱強
得獎作品題目：台灣精彩

文化-陣頭

優等 洪銀歛老師 商三禮郭柏寬、蔡翊玲、吳紹安
得獎作品題目：搶救健康

No.1-豆出新養生

甲等 李峰銘老師 子三禮謝易良
得獎作品題目：四頻道混

頻放大器

甲等 崔建國老師 資二禮李寶諴、方俊傑
得獎作品題目：無線充電

技術發展探討

甲等 黃三益老師 綜三禮蔡忠益、周文君
得獎作品題目：米製食品

的研究-蘿蔔糕

甲等 林秀枝老師 綜二禮劉欣潔、陳宇盛、葉千甄
得獎作品題目：台灣正宗

好滋味-你我身邊的珍珠奶

佳作
崔建國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二禮曾宗憲、楊秉秦

作品名稱：具RFID安全機

制之太陽能捕蟲燈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綜二禮陳宇盛、劉欣潔、黃玉羽、

鄭馨容、吳俊慶
隊伍名稱：青春Style

第一名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綜三信蘇柏全、楊鈞兆、林晉丞、

王宏閔

第二名
李峯銘主任

謝光洲主任

綜三信陳怡廷、蘇翊睿、綜一智李

勁廣、綜二信盧仲彥

第六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侯冠州

優勝 林秀枝老師 商一禮黃才容

第十四名

（烘焙優
施清堂老師 綜三禮蔡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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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牌獎 蔡正樑老師 綜三信林泓瑀、方晟瑋、張家銘 作品名稱：風中之星

第三名
施康生老師

黃三益老師
綜一禮賴映宇

第二名 吳忠原老師
教師個人代表學校參賽（與校友蘇

東榮先生同組）

第二名
校友蘇東榮先

生

校友個人參賽（與吳忠原老師同

組）

獲獎教師

69人次
獲獎學生142人次

最佳創意獎 蔡正樑老師 綜二信林泓瑀、方晟瑋、張家銘 作品名稱：終極風車

冠軍 林秀枝老師
綜二智 謝宛真、黃翊茹、葉庭榮、

陳進宗、廖文宏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商三禮林信宇、郭嘉馨、陳俊誌

金牌
謝光洲老師

蔡正樑老師

綜三信嚴德煒、子二禮陳宥彤、實

微二禮施冠宇
作品名稱：太陽導光裝置

特優 蔡正樑老師 綜二信林泓瑀、方晟瑋、張家銘

優勝/傳亞獎1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資一禮方俊傑、曾宗憲、實微二禮

黃士原

傳亞獎3
呂建成老師

崔建國老師
子一禮謝翰毅、戴柏華、王榮瑄

無
李峰銘老師

呂建成老師

綜二信楊鈞兆、徐鴻軒、子一禮洪

培恩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綜合高中（資訊應用）葉庭榮、謝

宛真、陳進宗、廖文宏、曾世銓、

黃翊茹、蔡青倫、王銘澤

第三名 洪銀歛老師

電子商務科 邵學涵、盧怡蒨、郭柏

寬、吳紹安、李懿晉、蔡翊玲、陳

禹媜、曾菀俞

特優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林信宇、郭嘉馨、陳俊

誌

特優

崔建國老師

吳靜薇老師

楊昭君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江洧

銓、施冠宇、郭柏揚、黃士原

優等 黃小之老師 資訊科鄭翔偉

優等 林秀枝老師

綜合高中（資訊應用）謝宛真、葉

庭榮、潘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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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高華斌、黃承哲

佳作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李宛容

佳作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湘儀、張詠婷、何郁

玟、黃筠芯

佳作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洪靜慧、許雅婷、陳錦

麗、黃俊為

佳作 楊孟禎老師
綜合高中阮翊凱、實用技能學程烘

焙食品科謝秀眉

佳作 何美倩老師 綜合高中葉陸豪、蘇子棠、鍾政洵

銀牌獎 蔡正樑老師 綜合高中嚴德煒

潛力獎 蔡正樑老師 綜合高中嚴德煒

優等 楊孟禎老師
實烘三禮謝秀眉、綜三智(食品烘焙

學程)阮翊凱

第二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郭柏揚

第三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黃士原

第三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江洧銓

第四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施冠宇

第四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郭仁凱

第四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高榮斌

第八名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江洧銓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綜合高中（資訊應用）曾世銓、謝

宛真、葉庭榮、潘博雅、黃翊茹

佳作獎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電子商務科張詠婷、林信宇、郭嘉

馨、李亭宜、陳俊誌、黃俊為

佳作獎 洪銀歛老師

電子商務科邵學涵、郭柏寬、謝金

龍、蔡翊玲、吳紹安、盧怡蒨

第三名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江洧

銓、郭柏揚、黃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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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施冠

宇、李永政

資訊科曾宗憲

第五名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資訊科方俊傑、吳愷恩、陳清耀、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賴仕杰

第三名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江洧

銓、郭柏揚、賴仕杰

資訊科曾宗憲

第四名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施冠

宇、李永政、黃士原

佳作
林貴美老師

吳靜薇老師

資訊科方俊傑、吳愷恩、陳清耀、

張棠凱

第三名
謝光洲老師

李峯銘老師

子三禮謝家維、李哲霖、

綜三信盧威碩、綜二信陳怡廷

佳作
謝光洲老師

李峯銘老師

子三禮謝家維、李哲霖、

綜三信盧威碩、綜二信陳怡廷

優勝 吳靜薇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黃士原

優勝 林貴美老師 資訊科陳均元

寶貴經驗傳承，成

為下學年度努力的

目標
黃小之老師 資訊科方瑋璿

寶貴經驗傳承，成

為下學年度努力的

目標
黃小之老師 資訊科鄭翔偉

寶貴經驗傳承，成

為下學年度努力的

目標
謝光洲老師 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吳俊緯

優等 林秀枝老師

綜合高中（資訊應用）謝宛真、葉

庭榮、潘博雅
作品名稱：高中生使用手

機的行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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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彭筠蓁老師 綜合高中陳勝揚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俊誌 作品名稱：生活指導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李宛容
作品名稱：有時苦難來得

太早，幸福來得太遲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黃俊為
作品名稱：原來你就在我

身邊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錦麗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洪靜慧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許雅婷

第四名
謝光洲老師

李峯銘老師

子三禮史峻宇、李哲霖、綜三信蔡

云筑、盧威碩

第六名 陳茂松老師 汽車科吳承軒

第三名 張建斌老師 汽車科楊博凱、黃鴻銘、曾沺霖

佳作 張建斌老師
綜合高中科黃祥育、張緯杰、嚴德

煒

第二名 林秀枝老師
資料處理科顏文邦、陳龍、鄭宇

峻、鄭濱青、劉嘉勝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李亭宜、洪靜慧、許雅

婷、郭嘉馨、陳俊誌、陳錦麗、黃

俊為

佳作 林秀枝老師

綜合高中科阮翊凱、胡慈珊、張崇

哲、鄭博文、黃一軒、陳柏翰、林

政安

入圍獎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張詠婷、林信宇、何郁

玟、陳湘儀、高華斌、黃筠芯、黃

承哲

金牌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郭貞貞、張詠婷、王昱

淋、楊淑真、蔡榮興
作品名稱：台灣四寶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高夢凡 作品名稱：百年黑熊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孫明楷、賴國鎰
作品名稱：橫跨百年福祿

壽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廖姿瑜、林鳳儒、曾婉

婷、許文賓
作品名稱：台灣百年特色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許廷豪
作品名稱：地藏護百年，

諦聽好運喜連連

第五名 電子科謝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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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創意獎
楊孟禎老師

施清堂老師
烘焙食品科林采怡

最佳創意獎
楊孟禎老師

施清堂老師
烘焙食品科余誌詠

最佳創意獎
李慈嫻老師

施清堂老師
烘焙食品科杜曉薇

最佳創意獎
李慈嫻老師

施清堂老師
烘焙食品科鄭文賢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洪靜慧、陳錦麗、許雅

婷
作品名稱：一般民眾對於

學習才藝的認知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湘儀、何郁玟、黃筠

芯

特優 施康生老師 資訊科汪頌恆
作品名稱：我對 殺手，無

與倫比的自由的看法

特優 陳穎輝老師 資訊科黃奕智 作品名稱：心靈的享受

特優 黃三益老師 綜合高中科黃一軒 作品名稱：危險心靈

特優 陳雅雯老師 汽車修護科王淨國 作品名稱：逐夢歲月

特優 黃良美老師 電機科李政昜 作品名稱：少年小樹之歌

特優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許雅婷
作品名稱：煩惱，不是因

為擁有太少，而是想要太

特優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洪靜慧 作品名稱：讓快樂更持久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湘儀 作品名稱：吸引力法則

優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林信宇
作品名稱：一百個人有一

百種說法

優等 陳穎輝老師 電子科李哲霖 作品名稱：超越自己

優等 陳穎輝老師 綜合高中科蘇怡靜 作品名稱：復仇者的蛻變

優等 陳雅雯老師 綜合高中科陳彥州 作品名稱：樂觀的鬥士

甲等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郭淑敏

甲等 陳雅雯老師 綜合高中科任泳霖

甲等 陳穎輝老師 綜合高中科姚志文

甲等 彭筠蓁老師 綜合高中科陳佳宏

第二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電子科李永全、謝家維、微電腦修

護科吳俊緯、賴仕杰

第四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綜合高中科張瀚文、蔡云筑、江路

加、盧威碩

第四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訊科黃奕智、方瑋璿、林宜靜、

鄭翔瑋

第五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綜合高中科金龍、劉家豪、郭冠巖

第一名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二年級禮班 獎金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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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陳茂松老師

黃三益老師

綜合高中科林育丞、劉孟穎、劉俊

宏、王柏捷、資訊科盧冠穎、黃奕

智、潘峯嘉、陳冠維、微電腦修護

科蔡欣豪、陳信瑜、汽車科柯慶

瑋、廣告技術科游子賢、資料處理

科鍾君毅、電機科林睦臻、電子科

蕭程元、烘焙食品科吳俊彥

第六名 陳茂松老師

綜合高中科翁興平、蘇韋碩、王冠

能、鄭竣宇、王煒翔、賴俊宇、王

瀚偉、林建成、陳義仁、林柏諺、

許榮貴、張硯智、劉高豪、資料處

理科林勁傑、黃琛、汽車科周佳

翰、陳俊凱、葉乃齊

佳作 王耿民老師 綜合高中科林瑞紅、黃詩婷、邵紫

潛力獎 蔡正樑老師
電機科楊勝傑、綜合高中科蔡云

筑、烘焙食品科黃靖心

第一名 陳茂松老師 汽車科吳承軒

第三名 黃慶祥老師 資訊科林奕佐

第五名 黃慶祥老師 汽車修護科謝宗諭

第三名 黃慶祥老師 電子商務科邵學涵

特優
洪慧君老師

林秀枝老師

電子商務科林信宇、郭嘉馨、陳俊

誌

作品名稱：戲如人生，台

灣八點檔對生活層面的影

響-以慈幼工商師生家庭為

優等
洪慧君老師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郭貞貞、王昱淋、蔡榮

興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甲等 崔建國老師 微電腦修護科鍾文忠、郭匡翊

第三名 陳茂松老師 汽車科吳承軒

第四名
謝光洲老師

李峯銘老師

電三禮楊勝傑、郭榮宏、子三禮謝

富任、林彥儕

第二名 崔建國老師
電機科葉佳霖、徐翊嘉、綜合高中

科蔡云筑

第三名 崔建國老師
綜合高中科林東穎、微電腦修護科

吳俊緯、賴仕杰

第四名 李維和老師 綜合高中科郭冠巖、劉家豪、金龍

優勝 李維和老師
資訊科黃奕智、電子科李永全、謝

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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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 崔建國老師 資訊科林宜靜、鄭翔瑋、方瑋璿

優勝 李維和老師 綜合高中科金龍、劉家豪、郭冠巖

優勝 崔建國老師
綜合高中科林東穎、微電腦修護科

吳俊緯、賴仕杰

優選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電子商務科李亭宜、林信宇、張詠

婷、郭嘉馨、陳俊誌

優選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資料處理科陸秀芬、鄭宇峻、鄭濱

青、黃秀玲、林佑聲

優選
林秀枝老師

吳貞瑩老師

綜合高中科黃鴻儒、王慧媚、李秀

芳、蘇信人、林建成、劉高豪

第二名

李慈嫻老師

施清堂老師

楊孟禎老師

烘焙食品科鄭文賢

甲等 嚴玲老師 資料處理科林佑聲

甲等 彭筠蓁老師 電子商務科陳俊誌

優等 彭筠蓁老師 綜合高中科陳佳宏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優等 彭筠蓁老師 電子商務科洪靜慧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特優 彭筠蓁老師 電子商務科李宛容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特優 陳穎輝老師 資訊科黃奕智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特優 陳穎輝老師 資訊科王世杰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特優 彭筠蓁老師 電子商務科黃俊為
作品名稱：東方神話傳故

事-四聖獸再現

第二名
李秀峰老師

陳雅蕙老師

綜合高中科邢慎培、陳柏揚、蔡維

庭、資訊科黃元德、汽車科林宏峻

佳作 蔡正樑老師
電機科楊勝傑、綜合高中科蔡云

筑、電機科葉佳霖、烘焙食品科黃

第四名
謝光洲老師

李峯銘老師

電機科楊勝傑、電機科郭榮宏、電

子科謝富任、電子科林彥儕

第二名 蔡正樑老師
電機科楊勝傑、綜合高中科蔡云

筑、電機科葉佳霖、烘焙食品科黃

佳作
謝光洲老師

蔡正樑老師
電子科謝富任、林彥儕、黃勢木

入圍獎
林淑芬老師

林金聖老師

綜合高中科蘇韋碩、蔡云筑、電子

商務科何郁玟、廣告技術科蔡靖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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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謝美英老師
綜合高中科郭淑菁、陳念青、翁興

平

第三名 楊孟禎老師
烘焙食品科莊雅琇、林育瑄、林采

怡

第二名 洪銀歛老師
資料處理科陳龍、顏文邦、鄭宇

峻、鄭濱青、陳玉姿

第三名
洪銀歛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料處理科曾巧靚、林育全、蔡秋

玉、李威廷、鄭秀珍

第三名 洪銀歛老師
綜合高中科蘇信人、王威淋、劉高

豪、李秀芳、王慧媚、林建成

第三名
洪銀歛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料處理科陳盈婷、許哲瑜、傅姵

瑄、王建勳、王怡娟

金牌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郭貞貞、張詠婷、蔡榮

興、王昱淋

作品名稱：掌管風水四神

獸

銀牌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王敏真、蔡宜庭、羅鈞

平、丁志祥、趙敏琪
作品名稱：五行水晶貔貅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揚珈茹、鄭佳維
作品名稱：女媧娘娘與五

色石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郭貞貞、張詠婷、蔡榮

興、王昱淋
作品名稱：冥府的判官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朱芳汶 作品名稱：叱吒風雲

入選獎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林佳如、張晏甄 作品名稱：王母娘娘

第四名 洪慧君老師 綜合高中科蘇柏安

第五名 洪慧君老師 資訊科鄭仁傑、鄭力銘、吳胤霆

優勝 洪慧君老師
綜合高中科徐逢駿、蔡金宏、李旺

霖

優勝 洪慧君老師 資訊科黃煜昇

第一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電子科林彥儕、謝富任、電機科郭

榮宏、楊勝傑

第二名
洪慧君老師

林貴美老師
資訊科汪頌恆、林冠名、林奕華

甲等
王彥博老師

李峰銘老師

廣告技術科吳建旻、蔡宜庭、郭姿

妤、林宜萱、朱芳汶、黃琳祥

第三名 蔡正樑老師 綜合高中科陳念青、電子科朱家進

佳作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張彥邦、吳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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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蔡宇宏、綜合高中科蔡云筑

第一名
謝光洲老師

李峰銘老師

電子科鄭文翰、朱翰奕、羅添進、

陳家弘

佳作
崔建國老師

宋從偉老師

資訊科林春銘、趙昱傑、鄭力銘、

鄭仁傑

第二名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蔡宇宏、蔡宇傑、劉樂眸、

林士烜、黃士哲

第三名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張彥邦、吳瑞豐、林佳祥、

王致權、吳家瑋

第一名 全校師生暨體衛組 獎金十二萬元

金牌獎

廣告技術科王敏真、蔡宜庭、黃琳

祥、黃琳祥、羅鈞平、薛竣仁、張

晏甄、楊珈茹

銀牌獎 廣告技術科朱芳汶、郭姿妤

入選獎 廣告技術科楊珈茹

入選獎 廣告技術科王昱淋

第二名
資料處理科許哲瑜、王怡娟、蔡秋

玉、林育全、李威廷

第二名
資料處理科劉高銘、鄭智中、翁浩

哲、鄭偉翰

第三名
資料處理科楊翊璇、蘇若筠、莊佩

欣、楊佩羚、薛雯心

佳作
資料處理科王妙慧、李昱葶、林婉

嫻、陳鈞華

佳作
資料處理科王建勳、鄭貴方、陳盈

婷、陳立夫、曾巧靚

入圍獎
綜合高中科蔡佳勳、姜伯佳、施冠

仲、蔡閔羽

第一名 李炯良老師 汽車科程啟軒、蔡宜展、柯佳安

優等 林貴美老師 汽車科江泓德

優等 林貴美老師 汽車科何品原

綜合高中科吳聖毅

第一名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蔡宇傑、蔡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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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蔡宇宏、李冠逸

佳作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林士烜、黃士哲

佳作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王致權、孟楚鈞

佳作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楊珈茹、朱芳汶

佳作 資訊科趙昱傑、鄭仁傑

入選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吳建旻

入選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蕭善遙

佳作 歐林蓁老師 廣告技術科楊景翔

第三名 汽車科劉樂眸、何品原、蔡宇傑

佳作
汽車科盧敬、朱哲序、羅庭論、葉

耀駿、程啟軒、廖翊佑、蔡宜展

第三名 林秀枝老師
資料處理科蔡雨萱、劉高銘、翁浩

哲、鄭智中

第六名 林秀枝老師
資料處理科余真寬、鄭雅之、蔡佩

秦、胡慧媛、劉珈君

佳作 林秀枝老師
資料處理科楊翊璇、林婉嫺、蘇若

筠、陳鈞華

佳作 洪銀歛老師
綜合高中科張映婷、郭科霆、陳聖

安、黃雯瑛、吳永德

佳作 洪銀歛老師
資料處理科魏紫葳、王妙婷、陳巧

倫、陳瑜萍、游雅婷

第一名
微電腦修護科李佾謙、黃文吉、汽

車科江泓德、吳韋霆

最佳人氣王
微電腦修護科李佾謙、黃文吉、汽

車科江泓德、吳韋霆

最佳創意獎 蔡正樑老師 汽車科唐膺軒、陳建豪、成明恩

汽車科吳宗憲

第二名

吳聖毅、林威盛、李信韋、林敬

哲、林靖詠、葉昶輝、陳首丞、李

志文、蔡易霖、黃未暉、鄭三富、

李禾玄、黃菘飛、謝政修、葉琮

茂、吳元彰、史家豪、顏聰智、張

正平、鄭育昇、陳昱緯、冉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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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全校師生暨體衛組

金牌 資料處理科劉高銘

金牌 資料處理科劉高銘

金牌 電機科葉俊麟

微電腦修護科袁偉倫

第三名
汽車科許家禎、蔡俊偉、杜家詳、

陳泓誌、王日新、謝政修

第一名 電子科許江豪

第二名 電機科蔡享宜

第三名 綜合高中科林育立

第三名

第二名 微電腦修護科黃曉茹

第一名 資料處理科劉高銘

第一名 資料處理科毛培恩

第二名 資訊科蕭睿成

第一名 資訊科買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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