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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料、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一覽表 

校名 台中縣私立嘉陽高級中學 

校址 台中市清水區中航路 3 段 1 號 

網址 http://www.cysh.tc.edu.tw/bin/home.php 

 
教師人力素質 

校地面積(㎡) 樓地板面積(㎡) 
博士(%) 碩士(%)

研究所學

分班(%) 
大學(%) 其他(%)

63497 19655  0.88% 44.25% 0.88% 52.21 1.77 

 
 

學生班級數與人數比率(高中部係含高中職及綜合高中) 

高中部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國中部合計 年級 

科別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普通科 0 0 1 6 1 13   
汽車科 3 142 2 108 2 90   
資訊科 1 46 1 50 1 51   
電子科 1 41 1 52 1 49   
飛機修護科 1 48 1 48 1 50   
航空電子科 1 46 1 53 1 52   
資料處理科 2 86 2 54 2 102   
廣告設計科 1 44 1 105 2 90   
餐飲管理科 7 337 6 299 6 279   
應用外語科 1 46 1 49 1 48   
時尚造型科 1 43 2 82 2 86   
廣告技術科 1 33 1 51 1 40   
商用資訊科 1 17 1 51 1 50   
餐飲技術科 1 52 1 53 1 53   
美顏技術科 1 19 1 36 0 0   
總班數/總學生數 總班數 69 班/總學生數 3150 人  

【說明】 
1. 本表可依照各校實際辦學情況，自行增加或刪減。 
2. 學生數及班級數請以 102 學年度具有學籍之學生為限。 

公告於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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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近 1 次接受學校評鑑之評鑑結果 

評鑑實施日期 100 年 10 月 6 日 評鑑總成績 達 80 分以上 

評鑑項目 
(含專業評鑑之群、科) 等第 優點 

校長領導 二等 

1. 現任校長行政經驗豐富，歷任公私立高中、高職及國中校長多年，

到任後積極投入校務並努力建立制度化，目前正處於磨合期。 
2. 現任校長辦學理念正確，並配合執行教育政策，深得教職員工、

學生及家長之愛戴。 

行政管理 二等 

1. 能把握機會申請政府經費補助，建置全面 e 化教學系統，對提升

教學品質，具一定程度貢獻。 

2. 學校重要會議（如校務會議、行政會議、董事會議等）均定期舉

辦，亦均有紀錄可考。 
3. 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之擬訂、校務規章之彙編成冊，資訊設備之

改善等，皆見良好成效。 
4. 建立完整之內部財務控制制度，並定期進行經費稽核；年度收支

均依規定邀請外部會計師檢核，記載詳實完整。 

課程教學 二等 

1. 訂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具體推動教師評鑑制度提升教

師專業成長。 

2. 針對學生英語能力實施分組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3. 聘請多名外師協助英、法語授課，落實外語教學。 
4. 定期辦理身障學生家長座談會及教師特教知能研習，有效提升教

師對身障學生教學與輔導能力。 

學務輔導 一等 

1. 學校能積極推動品德教育與服務學習，鼓勵學生每學期 8小時服

務成效佳。 

2. 能針對各班班會建議事項經彙整後，請業務相關單位積極回應並

加處理。 
3. 積極鼓勵教師參予輔導相關研習，並分享心得。 
4. 針對新進教師訂有輔導機制，並透過反思回饋過程，強化輔導成

效。 
5. 能主動引進校外生命教育資源，請輔仁大學生命倫理研究中心專

任人員蒞校，進行年度生命教育系列活動成效佳。 

環境設備 二等 

1. 學校每年皆編列 60-70 萬經費進行植栽工作，美化、綠化工作執

行認真，校園環境優美。 

2. 專業教室及實習工場使用辦法訂定完整，各借用紀錄記載詳實。

3. 每年皆與臺中市十餘所國中簽訂合作計畫，協助各國中開設技藝

學程，充分利用學校環境設備。 
4. 落實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工作，成效相當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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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採用電腦報修辦法，進行校舍設備之維修制度，增進維修效率。

6. 能開放運動設施供社區民眾使用，力行敦親睦鄰工作。 

社群互動 二等 

1. 學校能定期辦理親師座談會，透過各種方式與家長溝通，協助學

生學習與生活適應。 

2. 學校與社區互動良好，接受社區邀請支援各項活動，頗受好評。

3. 學校能與民間產業機構合作，擴展學生學習的機會；且能積極與

不同層級學校合作，提供支援與協助。 

實習輔導 二等 

1. 辦理合作式國中技藝學程成效良好，從 96 年 8 校 350 人新增至

99 年 14 校 581 人。辦理實用技能班成效亦佳，99 年訪視一等，

100 學年通過增加辦理一個班別。 

2. 實施技能檢定輔導，鼓勵學生取得相關職業證照。 

績效表現 二等 

1. 學校運用國中技藝班招生及加強宣導招生之策略，近年來招生強

況非常穩定。 

2. 學校教師認真教學，照顧低成就學生之學習，成效良好，受到家

長之肯定。 

3. 學校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產業之需求，歷年來在科系調整方面有

相當彈性處理之道，且成效非常顯著。 

4. 雖地處較不利地區，但學校聲望明顯提升，受到社區之認同，因

此可謂辦學成效良好。 

外語群群科培育

目標 
一等 

1. 每學期固定彙整學程考照成績加以分析，並評估學生需求，成效

良好。 

2. 不定期舉辦親師座談，或科主任與學生有約，讓師生、家長了解

發展目標，達成共識。 

外語群群科師資 二等 
1. 外語群師資，不論本國或外籍教師皆充滿教學熱忱。 

2. 外師人數有 6位，有助學生學習水準之提升。 

3. 定期舉辦讀書會、教學觀摩，增進教師之間觀摩與學習。 

外語群群科課程 一等 
1. 課程設計依教育部規定開設，且提供學生適切的選修空間。 

2. 能有效適切依學生之學習情況，規劃校訂一般科目與專業科目之

學分數。 

外語群群科教學 一等 

1. 每學期期初任課教師皆訂有整學期之教學計畫與教學大綱，並於

期末評估，檢討教學成效。 

2. 根據各屆學生之英語程度選擇適當教材，並依實際情況適時調

整，以利學生學習。 

外語群群科圖儀

設施 
一等 

1. 群科一般教室的教學設備能滿足教學需求。 

2. 專業教室、儀器與器具足夠滿足教學需求。 

3. 專業教室定期做托福等模擬考試。 

外語群群科行政

管理 
二等 1.每週定期舉行外語科務會議，建立暢通的溝通平台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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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群科績效

表現表現、特色

與其他 
一等 

1. 群科能符合學校定位與發展目標，發揮辦學特色。 

2. 不定期參與社區所舉辦之活動，諸如大甲媽祖文化節，讓學生實

際參與接待各國外賓及翻譯工作，達到理論與實際之結合，頗具

特色。 

家政群群科培育

目標 
三等 

1. 畢業生大多數能進入公私立四技二專就讀，或進入職場就業，能

達成群科目標。 

家政群群科師資 三等 
1. 教師皆具幼保專長，並具教學熱忱，常利用課餘對學生進行升學

輔導。 

家政群群科課程 三等 
1. 課程開設與學分數能符合課程綱要。 
2. 課程規劃兼顧一般科目、專業知識科目及專業技能科目，也能強

化學生實務技能。 

家政群群科教學 三等 
1. 群科各科目教學大綱和教學進度都具備。 

2. 教師都具備教學專業及熱誠，能掌握教材核心概念，教學內容清

楚。 

家政群群科圖儀

設施 
三等 1. 設有幼保圖書櫃，鼓勵師生借閱使用，值得肯定。 

家政群群科行政

管理 
三等 1. 教師同仁互動良好，對於升學輔導適時溝通協調，彼此支援。 

家政群群科績效

表現表現、特色

與其他 
三等 

1.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在地文化活動，提升學校的能見率，並培養自

信心及實務經驗。 

動力機械群群科

培育目標 
二等 

1. 群科培育目標之課程內容參酌社會及產業變遷而制定。 

2. 能制定科務發展計畫。 

3. 技能檢定（丙級）及格率平均 90％以上。 

動力機械群群科

師資 
二等 

1. 老師皆具相關專業，全有乙級證照或相關專業證照。 

2. 訂有固定時段教師研習，提升教學專業。 

動力機械群群科

課程 
二等 

1. 課程皆經課委會研討擬定，符合專業需求。 

2. 課程按教學大綱，統整設計符合課程目標。 

動力機械群群科

教學 
二等 

1. 教師配合教學計畫，自行製作輔助教材，提升教學效益。 

2. 飛機修護科與中華科大和漢翔公司產學合作，提高學習成效。 

動力機械群群科

圖儀設施 
二等 

1. 群科圖書資訊足夠。 

2. 充分使用相關教學設備。 

3. 能改善充電電池存放空間。 

動力機械群群科

行政管理 
一等 

1. 定期召開科務會議。 
2. 明確定義行政人力編制及職責分工表。 

動力機械群群科

績效表現表現、

特色與其他 
二等 

1. 學生參加技能檢定，90％以上獲丙級以上汽車修護和機車修護證

照。 

2. 90％以上學生考上工程相關大學或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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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培育目標 
二等 

1. 群科培育目標合宜，反應教育理念與中、長期發展目標。 

2. 群科培育目標與當前教育政策精神相符。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師資 
一等 

1. 師資充實，並依教師專長安排授課。 

2. 教師授課時數尚屬合宜。 

3. 教師提升專業能力進修情形已普及化。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課程 
一等 

1. 課程規劃符合群科教育目標。 

2. 課程開設與學分數符合課綱要求，並已提供學生適切的選修空

間。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教學 
二等 

1. 依據學校制定之格式，每位教師均有教學大綱。 

2. 部分科目由群科教師合編自製的補充教材。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圖儀設施 
一等 

1. 針對三年級學生製作專題，會提供及保留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

2. 有專業的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行政管理 
一等 1. 群科科務會議和教學研究會議均正常召開，並存有紀錄備查。 

商業與管理群群

科 績 效 表 現 表

現、特色與其他 
一等 

1. 98 及 99 年參加教育部競賽，學生在文書處理項目獲得 68 名及

58 名。 

2. 鼓勵學生考取證照，丙級電腦軟體通過率 97-99 年三年平均為

94.2％，乙級電腦軟體應用三年平均 40.3％。 

設計群群科培育

目標 
二等 

1. 群科進行詳細的 SWOT 分析，可明確地瞭解自我定位和優缺點。

2. 能進行科培育目標的分析，並擬定相關的配合措施。 

設計群群科師資 三等 
1. 群科教師依專長安排課程，教師皆能訂定課程綱要與自編教材。

2. 教師能掌握課程目標，且教學態度良好。 

3. 科主任明瞭課程結構，有助未來群科專業發展。 

設計群群科課程 二等 
1. 除部定必修科目外，能規劃符合群科發展的校訂科目。 

2. 每個科目均有完整的教學大綱和單元設計。 

設計群群科教學 二等 
1. 廣設科的課程架構符合基礎與專業的需求。 

2. 訂定一般與專業科目開設的流程圖，有助於課程結構的完整。 

設計群群科圖儀

設施 
二等 

1. 專業教學空間和相關設備之管理、維護情形尚稱良好。 

2. 目前專業教室之配置和學生能使用平均單位面積，尚能符合教學

需求。 

設計群群科行政

管理 
二等 

1. 每學期均召開科務會議，檢討科務與教務推動事宜。 

2. 對於學生的生活、升學、弱勢輔導有具體措施，能夠建置良善的

教學環境。 

設計群群科績效

表現表現、特色

與其他 
二等 

1. 學生取得丙級證照情形良好。 

2. 畢業生之升學率尚佳，多數學生均能進入技專校院相關科系就

讀。 

3. 參加地區性藝術和設計之競賽成績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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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培育目標 
一等 

1. 群科相關目標明確，兼顧培養學生就業與升學能力，例：航空電

子科積極與國內航太業者密切合作，且群科畢業生丙級通過率平

均達 95％，滿足基本需求。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師資 
二等 

1. 專任教師學歷頗佳，碩士學位佔 70％（尚有教師進修中），群科

皆能依教師專長安排授課，師資調配正常。 

2. 群科專任教師歷年日間部超鐘點平均為 4小時，未有教學超負擔

之特殊情形，且排課穩定。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課程 
二等 1. 群科課程規劃符合 95 年及 99 年部頒標準。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教學 
二等 

1. 實習科目教學於期中、期末進行評量，對於學習落後學生進行個

別輔導，對於升學同學，增加寒暑假及週末個別輔導，顯示老師

用心教學。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圖儀設施 
三等 

1. 實習場所與設備配有專業技佐負責管理，大部分材料與設備分類

管理妥善。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行政管理 
二等  

電機與電子群群

科 績 效 表 現 表

現、特色與其他 
二等 

1. 群科設置丙級與乙級檢定場地，畢業同學擁有 95％丙級證照，值

得肯定。 

餐旅群群科培育

目標 
一等 

1. 清楚編列科務手冊，及畢業生輔導手冊，有助凝聚共識。 

2. 落實師生座談、家長座談交流機制，並依意見提出改善策略，檢

討機制完善。 

3. 科務會議、教學研討會定期進行，記錄詳實。 

4. 各層級（校級、科級、班級）之間溝通良好，有利科務推動。 

餐旅群群科師資 三等 
1. 教師多具備餐飲、食品背景，以及相關專業證照。 

2. 教師持續專業成長，與業界互動，了解業界動態。 

餐旅群群科課程 一等 

1. 依照學生、產業需求規劃升學、就業二大課程結構，滿足不同學

習需求。 

2. 選修課程多元，實作課程充足，可以滿足學生需求。 

3. 理論課程與實作課程比重依照學生年級教學目的不同而有比重

之調配。 

餐旅群群科教學 二等 

1. 各科學期初提出課程活動單元表單可有效掌握各班教學進度及品

質。 

2. 教學活動多元，且落實活動檢討改進機制，並提科務會議檢討，

值得肯定。 

3. 教學研究會議紀錄詳實。 

4. 教學評量方式多元，可以反應學生學習成效。 

5. 群科實習課程訂有期中、期末技能評量，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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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群群科圖儀

設施 
一等 

1. 各類實習操作教室完整充裕，可以滿足實作教學需求。 

2. 逐年有計畫的更新設備，擴增空間。 

3. 採購流程與相關機制充分落實。 

4. 實習教室使用，維護管理落實執行，紀錄完善，並且備有急救箱。

5. 實習器具、材料庫房管理完善，紀錄健全。 

餐旅群群科行政

管理 
一等 

1. 各類行政會議定期舉行，紀錄詳實。 

2. 科主任熟稔科務運作，科務規劃用心，並落實執行各項檢討機制。

3. 教師認同感、向心力高。 

餐旅群群科績效

表現表現、特色

與其他 
一等 

1. 在堅持「不放棄任何學生」的辦學理念下，依升學、就業兩大軌

跡發展課程，落實執行。 

2. 學生對科的認同度高，肯定學校辦學之用心。 

3. 設有餐飲相關職類證照檢定場所，有助輔導學生專業成長。 

【備註】學校評鑑待改進事項及改進策略: http://www.cysh.tc.edu.tw/files/11-1000-470-1.php 

 

學校近三年績優表現及特色概述（約 300-500 字） 
(例如：國際交流、學生競賽、社區表現…等) 

一、本校 100 年度私立高級中學學校評鑑，總評鑑成績為二等。 

二、本校獲 100 學年度、101 學年度及 102 學年度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三、本校獲 101 學年度及 102 學年度「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四、本校獲 102 學年度「高中優質精進計畫」 

五、各科參加全國競賽獲頒佳績： 

(一)102 學年度飛三甲周清貴參加全國技藝競賽工業類飛機修護類，榮獲第四名。 

(二)102 學年度餐三甲蔡欣佑參加全國技藝競賽商業類烘焙，榮獲優勝第十一名。 

(三)102 學年度餐技三甲洪聖倫參加全國技藝競賽商業類中餐烹飪，榮獲優勝第二十名。 

(四)102 學年度餐三乙梁勝城參加全國技藝競賽商業類餐飲服務，榮獲優勝第六十四名。 

(五)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得獎名單 

類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指導老師 

西畫類 廣三乙 吳佩蓉 佳 作 陳韜元 

西畫類 廣三乙 童羽瑄 佳 作 陳韜元 

西畫類 廣三乙 陳苑儒 佳 作 陳韜元 

書法類 餐一己 吳翊銘 佳 作 林棋貿 

平面設計類 廣三甲 廖思渝 第二名 劉瀚詣 

平面設計類 資一乙 卓嘉蓉 第二名 白天賜 

平面設計類 廣三乙 王盈乃 佳 作 劉瀚詣 

漫畫類 廣三乙 林致豫 第二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陳奕儒 第三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洪鼎翔 佳 作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李宜臻 佳 作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陳信心 佳 作 羅和枝 

版畫類 廣二甲 蕭渙諠 第二名 陳顗帆 

版畫類 廣二甲 江芷婷 佳 作 陳顗帆 

版畫類 廣技二甲 賴嬿容 佳 作 陳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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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02 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單 

職類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老師 

版畫 廣二甲 蕭渙諠 優等 陳顗帆 

漫畫 廣三甲 陳奕儒 入選 羅和枝 

漫畫 廣三乙 林致豫 入選 羅和枝 

(七)101 學年度幼三甲蔡惠芬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家事類科學生技藝競賽教具製作組榮獲優勝

(八)101學年度餐三戊江倍菘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中餐烹調職種榮獲優勝

(九)101學年度餐三己顏子瑄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餐飲服務職種榮獲優勝

(十)101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單 

職類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老師 

漫畫類 廣三甲 蔡俊隆 入選 羅和枝 

(十一)101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得獎名單 

類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指導老師 

漫畫類 廣三甲 蔡俊隆 第二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林采褕 第二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姚雅純 第三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二乙 吳佩蓉 第三名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楊小慧 佳作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三甲 陳楷諭 佳作 羅和枝 

漫畫類 廣二乙 童羽萱 佳作 羅和枝 

版畫類 廣一甲 蕭渙諠 第一名 陳顗帆 

版畫類 廣技二甲 王珮錡 第三名 陳顗帆 

版畫類 廣二乙 李慶雲 第三名 陳顗帆 

版畫類 廣二乙 蔡婉婷 佳作 陳顗帆 

版畫類 廣二甲 陳奕儒 佳作 陳顗帆 

平面設計類 廣三甲 陳羿涵 佳作 劉瀚詣 

平面設計類 廣二甲 陳侑宣 佳作 劉瀚詣 

平面設計類 廣二甲 許博程 佳作 劉瀚詣 

(十二)100 學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飛機修護職種榮獲第 3名、第 4名 

(十三)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台中市初賽得獎名單： 

類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漫畫類 廣三甲 陳汲篁 第二名 

版畫類 廣二甲 王律茹 第二名 

版畫類 廣二甲 楊小慧 第二名 

版畫類 廣二甲 洪梓耀 第三名 

版畫類 廣二甲 韓曉雯 第三名 

 

六、語文及藝術文化表現： 

(一)102 學年度飛二甲巫靖參加全國語文競賽台中市複賽，榮獲高中學生組-原住民朗讀第二名。

(二)102 學年度應三甲蔡淳宇參加全國語文競賽台中市複賽，榮獲高中學生組-作文第三名。 

(三)102 學年度應三甲林季湄參加全國語文競賽台中市複賽，榮獲高中學生組-國語朗讀 第三名。

(四)102 學年度航三甲劉晉邑參加全國語文競賽台中市複賽，榮獲高中學生組-閩南語朗讀第三名。

(五)102 學年度參加清水紫雲巖觀音盃臺中市中小學美術寫生比賽高中職團體組第一名 

(六)102 學年度廣一甲劉祐瑄、劉孟欣、潘宜君、陳昱婷、吳琬屏參加台灣燈會高中職組-

榮獲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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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2 學年度廣三乙張佳媛、鍾嘉浚、顏緯哲參加台灣燈會高中職組-榮獲佳作 

(八)102 學年度廣二甲童敬純、陳姿君、林妍蓁、芮正華參加台灣燈會高中職組-榮獲佳作 

(九)102 學年度廣二甲蔡韺馡、黃心妤、陳思宇參加台灣燈會高中職組-榮獲佳作 

(十)102 學年度廣二甲陳莉文、張慈恩參加台灣燈會高中職組-榮獲佳作 

(十一)102 學年度廣二甲湯雅琪參加東亞高校生國際公募展台灣最大獎設計類榮獲銀獎。 

(十二)102 學年度廣二甲班趙子軼參加中部四縣市水彩寫生比賽，榮獲優選；廣二甲班賴晉

偉、蔡尚邑榮獲佳作 

(十三)102學年度廣一甲紀虹翎參加藝起畫稅趣暨防治菸品稅捐逃漏宣導活動，榮獲高中職組第二名

(十四)102 學年度汽三甲陳元彬、張書軒、孫煒承、蔡竣傑、曾亦璽、柯秉宏參加南開科技

大學第一屆投籃機器人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榮獲創意獎第一名及榮獲競賽獎第一名 

(十五)102 學年度餐三己黃峻斌、楊琮賢參加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榮獲優選 

(十六)102 學年度廣二甲劉宗承參加全國公務人員廉政服務宣導海報榮獲高中組優等獎；廣

二甲王佩腧榮獲高中組乙等獎 

(十七)102 學年度餐三乙洪千惠、餐三己楊琮賢參加年可果美盃全國料理大賽決賽，榮獲高

中職組佳作 

(十八)102 學年度廣三乙林致豫參加萬能盃全國創意攝影大賽，榮獲入選 

(十九)102 學年度廣二甲趙子軼參加中部四縣市水彩寮生比賽，榮獲高中職二年級優選；廣

二甲賴晉偉、蔡尚邑，榮獲高中職二年級佳作 

(二十)102 學年度廣二甲趙子軼參加國泰金控第 13 屆新世紀潛力畫展榮獲佳作 

(二十一)102 學年度廣三乙吳佩蓉參加第 12 屆雅蒂斯繪畫比賽榮獲佳作 

(二十二)102 學年度餐三丁童寶禎、謝銘城、餐技一甲林家賢、白睿騰參加龜甲萬盃烹飪大

賽學生組-高中職(含五專)組，榮獲佳作。 

(二十三)102 學年度廣三乙林致豫參加【2013 關愛親長 我有話/畫要說】圖文徵選活動,成

績優異,榮獲高中(組)佳作 

(二十四)102 學年度廣三乙吳佩蓉、廣三乙洪曜榕、廣三乙童羽萱參加台灣中部美術協會第

六十一屆中部美展.經評列入選 

(二十五) 102 學年度商資三甲王敬淇榮獲 TQC 單科應用別優等獎學金 

(二十六)102 學年度紫雲巖寫生比賽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老師 

廣三乙 林致豫 第 4名 張多茂 

廣二甲 張俊翔 第 4名 吳智勇 

廣二甲 陳孟青 第 4名 吳智勇 

廣二甲 劉宗承 第 4名 吳智勇 

廣二甲 陳莉文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林美偵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黃竫雯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王冠婷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芮正華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施品麗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吳冠霖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陳文雅 佳作 吳智勇 

廣二甲 賴晉偉 佳作 吳智勇 

廣技一甲 李季芳 入選 陳顗帆 

廣一甲 黃思宜 入選 吳智勇 

廣一甲 劉佩欣 入選 吳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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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技一甲 黃玉兒 入選 陳顗帆 

廣技一甲 王可涵 入選 陳顗帆 

廣技一甲 王鈺婷 入選 陳顗帆 

(二十七)101 學年度汽二甲黃鼎哲參加台中市語文競賽複賽第 3名。 

(二十八)101 學年度廣一甲蔡尚邑參加第十五屆四川國際青年書攝影大賽榮獲 銀獎 

(二十九)101 學年度廣一甲施品麗參加第十五屆四川國際青年書攝影大賽榮獲 銅獎 

( 三十 )101 學年度廣一甲賴晉偉 吳冠霖 劉宗承參加第十五屆四川國際青年書攝影大賽榮獲優選

(三十一)101 學年度廣一甲劉亭廷 陳孟青 江芷婷 陳佑真、廣二乙吳佩蓉 洪曜溶參加第十

五屆四川國際青年書攝影大賽榮獲 入選 

(三十二)101 學年度餐三丁陳宥豪、餐三己葉威毅、餐技三甲洪聖倫、餐二己陳星儒參加台

中市大甲芋頭節芋見幸福的滋味料理競賽，榮獲高中職組第一名獲獎同學 

(三十三)101 學年度餐二己楊琮賢、餐二己黃峻斌參加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榮獲第三

名獲獎同學 

(三十四)101 學年度餐技二甲廖奕誠、餐三丁陳宥豪參加高慶泉盃~戀戀台灣味在地農畜產品

創意料理大賽，榮獲佳作 

(三十五)101 學年度餐三己葉威毅、張雅婷、林奕綺、水維信參加仁德盃烹調暨烘焙創意競

賽烹調組，榮獲金廚獎 

(三十六)100 學年度應三甲陳憲瑋參加全國語文競賽，榮獲高中組閩南語朗讀台中市第 2名。

(三十七) 100 年度清水紫雲巖觀音柸花燈比賽獲獎名單： 

班級 姓名 名次 班級 姓名 名次 

廣一甲 王翊瑄 第 2名 廣二甲 陳俞君 佳作 

餐二丁 蔡欣妏 第 3名 廣二甲 黃程喆 佳作 

廣二甲 吳家慧 第 3名 廣二甲 楊雅媜 佳作 

廣二甲 呂明芸 第 3名 廣二甲 楊豐隆 佳作 

七、運動競賽表現： 

(一)102 學年度本校法式滾球社參加第 17 屆亞洲盃國手選拔賽榮獲： 

個人射擊社會女子組第三名,美技二甲孔靜雯。 

團體社會女子組第二名,資三乙楊若姍.王子芸.美技二甲孔靜雯。 

(二)101 年度應三甲林紹彬.應二甲呂承浩.劉政宏.美技一甲孔靜雯參加台中市主委盃法式

滾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團體組第一名！ 

(三)101 學年度飛二甲李威丞參加臺中市家長會盃羽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單打 第一名!

(四)101 學年度本校滾球社參加臺中市主委盃法式滾球比賽榮獲: 

高中組第二名：應二甲呂承浩、汽一甲陳訓雄、蘇宥浦  

高中組第三名：應二甲劉政宏、汽一甲劉瀚文、林藝展 

高中組第五名：美技一甲孔靜雯、資二乙楊若姍、王子芸 

高中組第六名：應三甲林紹彬、餐二乙王揚閔、汽一甲蔡國豪 

社會組第一名：應三甲林紹彬、餐二乙王揚閔、汽一甲蔡國豪 

(五)100 學年度航三甲陳憲弘、餐二甲陳竺良、應一甲林紹彬、飛一甲游智凱參加第四屆校

園盃法式滾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團體組第二名。 

(六)100 學年度餐二乙陳冠廷參加第七屆全國散打搏擊錦標賽，榮獲男子 56 公斤級第三名。

(七)100 學年度餐三乙楊文華參加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榮獲高中女子組第十一量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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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園環境、學生學習及教學情形相片 

學校辦理專案計畫之相關資訊 

1. 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http://210.70.0.246/files/11-1000-259.php 
2.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http://210.70.0.246/files/11-1000-258.php 
3. 高中學校優質精進計畫：http://210.70.0.246/files/11-1000-373.php 
【說明】學校得依辦理計畫，自行增加 

填表說明：上述各項連結網址，請確認其正確性及是否可連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