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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榮獲獎項名單

實習處訊息公告

職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資訊網路布建 第1名 資訊一真 陳軒奕 蔡明立 教師

資訊網路布建 第2名 資訊一真 廖一賢 蔡明立 教師

商務軟體設計 第1名 資料二真 鄭怡珊 張建原 教師

商務軟體設計 第2名 資料二真 趙宜臻 張建原 教師

商務軟體設計 第5名 資料一善 任翔 張建原 教師
商務軟體設計 佳作 資料二善 蔡旻芸 張建原 教師
建築舖面 第2名 土木二真 許騰之 葉立中 教師

電子 第1名 電子三真 蔣銘璋 江南輝 教師

電子 第2名 電子二真 歐宇勝 江南輝 教師

電子 第5名 電子二真 宋松倞 江南輝 教師

網頁技術 第1名 資料三真 趙苑伶 李保宜 教師

網頁技術 第3名 資料二真 楊凱婷 李保宜 教師

網頁技術 佳作 資料二真 郭千郁 李保宜 教師

漆作裝潢 第2名 室設二真 莊如安 許景琳 教師

家具木工 第3名 室設二真 張宣民 黃國泰 教師

資訊與網路技術 第1名 資訊二善 薛弘祥 蔡明立 教師

資訊與網路技術 第2名 資訊一善 許舜曄 蔡明立 教師

資訊與網路技術 第3名 資訊一善 蔣宇翔 蔡明立 教師

資訊與網路技術 第4名 資訊一善 林鈺翔 蔡明立 教師

平面設計技術 第1名 廣設三真 林品嫻 余旻禎 教師

平面設計技術 第4名 廣設二真 陳子琳 余旻禎 教師

平面設計技術 第5名 廣設三真 謝思潔 余旻禎 教師

網路安全 第1名 資訊三真 洪晨宇 蔡明立 教師

網路安全 第1名 資訊三真 葉力誠 蔡明立 教師

應用電子 第4名 電子三真 馮睿林 陳仕原 教師

應用電子 佳作 電子三真 陳中翊 陳仕原 教師

本校參加「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榮獲金牌8座、銀牌6座、

銅牌3座、第4名3座、第5名3座、佳作3座，總計26位選手獲獎。



109學年度1100310梯次全國中學生閱讀心得得奬名單

109學年度全國中學生1100315梯次小論文比賽得奬名單

圖書館訊息公告

獎項 班級 姓名 閱讀書名 指導老師

優等 美工一真 林庭妤
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喜歡

現在的自己
吳玉鈴

甲等

建築一善 李紫綾
職業/建築家：20位日本建築家
側訪

黃雅勳

建築一善 張品淮 永遠的0 黃雅勳

建築一真 趙易昶 日本前現代建築巡禮 黃雅勳

建築一善 蘇綵蓁 永續建築入門 黃雅勳

資料三善 蔡鈺慈 為夢想流的五種眼淚 黃曉晴

美工一真 龔怡靜 小怦然 吳玉鈴

廣設三真 魏虹綾 被討厭的勇氣 林詠慧

會計一真 陳嫚瑜 在愛裡的我們 吳玉鈴

會計一真 林佳瑤 異鄉人 吳玉鈴

獎項 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特優 電子一真
蕭仲亨
吳澤侑 Arduino自製四軸無人機 江南輝

優等 電子三真
姚佳凱
呂沅祐
趙宥綸

分「類」不「累」-智能分類機
陳俊吉
江南輝

甲等 建築三善
盧姵妤
周郁萱 突破傳統木構造—CLT工法 林文超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閱讀心得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圖書館訊息公告

年級 名次 班級 姓名 閱讀作品 指導老師

一
年
級

第一名 資料一善 許文慈 被討厭的勇氣 吳玉鈴

第二名 廣設一真 林立媞 初心 黎慧慧

第三名 資料一善 吳雨傑 這些年，二哥哥很想你 吳玉鈴

佳作

室設一善 陳湘其 致我們扭曲的記憶-前任 黎慧慧

會計一善 顏大閎 改變人生的動物園之旅 林詠慧

廣設一真 陳欣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黎慧慧

廣設一真 陳昕湄 來自天堂的雨 黎慧慧

廣設一真 王鈺琳 老人與海 黎慧慧

廣設一真 陳虹妤 天氣之子 黎慧慧

廣設一真 陳清華 折了又折 黎慧慧

二
年
級

第一名 資訊二真 余宗祐 你真的不必討好所有人 石承恩

第二名 建築二善 石峻臣 人生沒有逆境，只有心境 石承恩

第三名 建築二真 王欣瑋 原子習慣 劉惠娟

佳作

土木二真 呂宛莛 小王子 石承恩

建築二善 侯景勛 醜小鴨 石承恩

建築二善 盧佑濬 手術刀下的奇才 石承恩

建築二善 温郁琦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石承恩

資訊二真 吳荐承 習慣的力量 石承恩

資訊二真 林銘聖 我是GaryVee社群操作聖經 石承恩

資訊二真 許益誠 馭風28000公里 在地表飛行 石承恩

資訊二真 黃冠倫 遇強則強，撞牆就翻牆 石承恩

資訊二真 陳芷嫻 謊言樹 石承恩

三
年
級

第二名 廣設三真 魏虹綾 被討厭的勇氣 林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