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競賽成績

◎2015華人資訊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專業英語詞彙能力大賽-餐飲類

第三名：觀三乙林巧翌

：觀三乙劉  凡

金腦獎：觀三乙施懿珊

團體賽：全國第三名

◎資二甲參加修平科大舉辦的「2015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

應用競賽」榮獲第3名、優勝、佳作2名

第3名：資二甲簡聖哲、劉柏均、彭智傑、蕭浚成

優  勝：資二甲郭洺豪、劉柏均、張筑茵、曾筱涵

佳  作：資二甲簡聖哲、陳建成、張景翔、李尚宜

佳  作：資二甲廖姿婷、尹琦、陳建成、張景翔

◎2016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臺灣區初賽

  銀獎：謝雨彤.陳湛壬

  銅獎：曾奕銓.唐鈺瑄.賴岳甫

105 3 8 ◎臺中市105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演講比賽第2名：國二丙劉宇寧

◎廣二乙覃郁婷參加夢想之星『巧克雷特』甜點擬人化電腦繪圖全國

徵件比賽，榮獲電腦繪圖組第一名

◎第七屆大同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高中職雙人托盤組-佳作：

  觀三甲林欣靜、觀一乙洪汶佑

◎資三甲參加第1050331梯次小論文比賽榮獲甲等2名及特優

甲等：資三甲陳惠琳、龐念昀、陳以婕

甲等：資三甲陳瀠汝、劉馨雅、吳凱庭

特優：資三甲魏惠勳、李姷頤、黃柔慈

105 3 31 ◎廣三乙李怡萱、楊巧暄、陳玹文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05年設計群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創意組優勝

◎2016第四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全國菁英賽（總決賽）優勝-金指獎：

  餐二甲謝幸容、餐二甲黃盛群、觀二甲王怡琇、觀一乙劉珊瑜

◎國中部參加台中市辯論比賽榮獲團體組第二名

◎臺中市104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辯論比賽最佳辯士：

國二丙江竣丞

◎國中部參加第32屆武漢楚才盃作文大賽榮獲：

  一等獎：韋婷.黃繹璇.許綠蓉.朱育秀.李孟芃.賴采葳.黃千玳

  二等獎：裴家宜.劉宇寧.陳湛壬.翁芷喬

  三等獎：林芙嫺.吳承軒.楊祐承.許靖.汪寧.賴汶冠.林怡青

105 4 1

105 4 9

105 3 29

105 3 30

105 1 24

105 3 19

105 1 21

105 1 23

◎臺中市105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歌唱比賽：

  第2名 劉綵潔.黃若寧.吳聿青.紀懿佳.張宸綱.游紫榆.劉宇寧.

         林廷瀚.蔡侑霖.黃千玳.林俐彤.柯岱佑.李孟芃.謝于萱.

         賴采葳.翁芷喬.游士磊.徐佑昕.林歆恬.陳品諠.朱亭諭.

         陳曉蓉.鄭微臻.陳奕伶.廖威喆.江珮慈.劉睿恩.林冠良.

         李岱庭.林彧新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美容科　美容組　美二乙  何文茹榮獲第一名

　　　　　　　　  夜美二甲洪湘翎榮獲第二名

　　　　　　　　  美二甲  林姿萱榮獲第四名

　　　　　　　　  美二乙  葉俞欣榮獲第五名
　　　　　　　　  美一丙  楊佩諠榮獲佳作

　　　　　　　　  美二乙  陳春蘭榮獲佳作

　　　　  美髮組　美二丙  劉佩宜榮獲第三名

　　　　　　　　  美一乙  謝依芸榮獲第四名

　　　　　　　　  美二乙  蔡汶諠榮獲第五名

　　　　　　　　  美二乙  葉蓁霠榮獲佳作

　　　　　　　　  美二丙  許家榕榮獲佳作

　　　　　　　　  美一丙  毛儀如榮獲佳作

  餐觀科　餐服組　觀二乙  黃冠溱榮獲第一名

　　　　　　　　  餐二甲  黃盛群榮獲第三名

　　　　　　　　  觀一乙  林幸俞榮獲第五名

　　　　　　　　  觀二甲  王怡琇榮獲佳作

◎參加「10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現代偶戲類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組榮獲甲等：

  幼二乙邱昱綺、賴欣屏、張芷菱、黃瀞萱、呂星玨、蔡美秀、余恩慈、

        陳麗安、賴怡君、葉庭君、林君儒、張勝豐、許懷之、張惠婷、

        曾燕夆、莎韻哈娜、黃盈碩、許家瑜、張芷芸

        指導老師：陳鈺芬老師

◎參加「10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現代偶戲類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組榮獲優等：

  幼二甲陳資涵、廖建凱、廖翊雯、蔡淨雯、林宸如、潘郁蓓、蔡旻娠、

        鄭  婷、劉靜璇、蔡欣妤、吳培君、陳怡叡、李慈萱、劉淳惠、

        廖芷霈、陳玟均、林淑婷、周苡寧、蘇琬鈞、江宜靜

        指導老師：陳慧齡老師

◎參加台中市語文競賽(分區賽)高中：

作    文  第二名：普二丙胡晨羽

客語朗讀  第三名：餐一丁曾羽瑄

閩南語演說第二名：英二乙張士鴻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05年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幼保科　家政群專題組　　　榮獲全國第一名

　　　　  家政群創意組　　　榮獲全國第一名

  商貿科　商業與管理群創意組榮獲全國第三名

105 5 11 ◎2016 美芝城全國健康創意料理競賽-冠軍：餐二甲晏傳傑、黃崇傑

105 4 23

105 5 7

105 4 20

105 4 22

◎2016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暨國際觀摩會(中區賽)

  第二名：觀二乙謝芸瑄、陳瑛祺、林漢瑄

◎參加105年度台中市語文競賽(分區賽)國中：

客語朗讀  第二名：國二甲劉綵潔

閩南語演說第三名：國二甲陳克桓

國語演說  第四名：國一甲黃繹璇

國語朗讀  第四名：國二丙游士磊

◎2016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暨國際觀摩會(全國賽)

  佳作：觀二乙謝芸瑄、陳瑛祺、林漢瑄

◎商貿科參加勤益科技大學舉辦「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地方產業創意

  行銷競賽」 榮獲 高中職組全國季軍

◎8/9-8/12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

  美容科  美髮組  美三乙 蔡汶諠 榮獲第三名

  美三丙 劉佩宜 榮獲優  勝

  美二乙 謝依芸 榮獲優  勝

          美容組  美三甲 林姿萱 榮獲優  勝

  美三乙 何文茹 榮獲優  勝

  美二丙 楊佩諠 榮獲優  勝

  餐觀科  餐服組  觀三乙 黃冠溱 榮獲第一名

  餐三甲 黃盛群 榮獲第五名

  觀二乙 林幸俞 榮獲優  勝

◎國一、高一親師座談會

◎高二親職講座

◎高三多元入學說明會

◎台中市語文競賽(市賽) 高中組作文       普三丙胡晨羽榮獲第四名

                       高中組客語朗讀   餐二丁曾羽瑄    第四名

                       國中組客語朗讀   國三甲劉綵潔    第三名

                       高中組閩南語演說 英三乙張士鴻    第三名

                       國中組閩南語演說 國三甲陳克桓    第四名

105 10 4 ◎105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英文作文比賽 國二丙林采辰 榮獲佳作

105 10 23 ◎高中部及應英科學生參加外交部舉辦「外交小尖兵選拔賽」榮獲 優勝隊伍

◎105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國二丙林彧新、馬羽蕾、許綠蓉、廖威喆、童楷文、蔡明翰、宋璨伃、

  國一丙賴苡寧 榮獲第2名

105 10 28 ◎2016濁水溪詩歌節 詩歌朗讀競賽 榮獲最佳聲情獎

105 10 26

106 8 9

105 9 24

105 5 31

106 8 2

105 5 17

105 5 29

◎2016台中市客家美食料理競賽 餐三丁王俐潔、陳靖純

  榮獲高中職組第三名

◎105年資訊月數位內容軟體應用大賽

  數位內容編輯：中區團體組第5名、中區個人優勝

  數位內容建置-中文輸入：中區團體組第2名、全國個人優勝

105 11 3 ◎第12屆全國英文單字大賽 國二丙林采辰 榮獲優勝

105 11 5 ◎105年欣榮圖書館國中小英文比賽 國一丁紀皓凱 榮獲優良獎

105 11 13 ◎第16屆國際盃數學能力檢測暨競賽 國三甲吳璧瑜 榮獲全國進步獎

◎本校合唱團榮獲「105學年度台中市音樂比賽合唱-女聲合唱高中職組

  第二名（優等）」

◎商貿科參加嶺東科技大學舉辦「2016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產品創新

  與創意行銷競賽」榮獲產品創新類全國第1名

◎12/6-12/8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餐觀科  餐飲服務組  觀三乙 黃冠溱 榮獲第6名及金手獎

  觀三乙 彭偉嘉 榮獲優勝

                      團體組 榮獲第5名

          中餐烹飪組  餐三丁 潘宜均 榮獲第6名及金手獎

          烘焙組      餐三丁 莊雅婷 榮獲優勝

  資處科  文書處理組  資三甲 陳建成 榮獲第9名及金手獎

  應英科  職場英文組  英三甲 吳佳林 榮獲優勝

  商貿科  會計資訊組  商三甲 林盈甄 榮獲優勝

  商業簡報組  商三甲 柯羽珊 榮獲優勝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105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現代偶戲類：手套偶戲高中職組 幼二甲詹亭萱等20位同學

              榮獲 第一名暨最佳劇本獎

  現代偶戲類：綜合偶戲高中職組 幼二乙賴亞若等20位同學

              榮獲 第一名暨最佳劇本獎

105 12 6

105 12 7

105 11 16

105 11 26

105 10 29

◎105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文書處理組：第9名、金手獎

◎商貿科參加105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技藝競賽，榮獲會計資訊

  職種及商業簡報職種全國優勝

◎英三甲吳佳林參加全國技藝競賽「職場英文」榮獲優勝

◎105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餐飲服務組 觀三乙黃冠溱 榮獲金手獎

             觀三乙彭偉嘉 榮獲優勝

             觀三乙黃冠溱、彭偉嘉 榮獲團體第五名

  中餐烹飪組 餐三丁潘宜均 榮獲金手獎

  烘焙組     餐三丁莊雅婷 榮獲優勝

◎2016『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大賽-中區賽』

  觀光旅運類 英三乙 王苡家 榮獲第一名

             英三乙 黃品蓁 榮獲第二名

             英三乙 游芳柔、邱姿敏 榮獲金腦獎

◎2016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  實用英文聽力組

  國二甲陳品諠.國二甲陳宣熹.國一丁宋宥陞囊括前3名

◎2016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區域賽)

  餐三甲李惟翔、餐三甲何姿慧 榮獲第三名

  餐三甲廖紫晴、餐三甲謝欣妤、餐三甲張雅羿、觀三乙郭奕宏榮獲金腦獎

◎2015年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美顏組 美三乙何文茹 榮獲第一名

          美三乙賴楷昕、美二乙王懷萱 榮獲第二名

          美一甲黃薰儀 榮獲優  勝

  美髮組 美三丙劉佩宜 榮獲第一名

          美一乙趙柔婷 榮獲第三名

          美二乙謝依芸 榮獲第四名

          美三丙時毓涵 榮獲優  勝

◎本校榮獲「105年度台中市回收讚A+級績優學校」榮譽

105 12 17 ◎岸裡文昌盃書法比賽 幼一乙孫敏豪 榮獲佳作

105 12 23 ◎1051031梯次全國中學生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甲等32人 優等21人

◎觀三乙黃冠溱、觀光科畢業校友黎惠婷、實習老師張家峰組隊參加2016

  第十屆遠東餐廚達人賽晉級前十強(2017.01.07全國總決賽)

◎參加修平科大「2015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

  3優勝，3佳作

105 12 13

105 12 24

105 12 8

105 1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