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111 學年度上學期競賽榮譽榜 111.09~112.01 

科技類 

◎2022 日本 RoboRAVE 國際機器人競賽，台南市代表隊選拔賽 

【循線  項目－國中組 】 

第二名：張宗玄、林子凱  

【循線項目 －高中組】 

第一名：郭成恩、吳宣賦、黃品柔、沈妤蓁 

【相撲項目 －高中組】 

第四名：賴宥全、林暐程、鄭裙薇 

第五名：陳秉凱、王馨文、李凱湋、張永承  

◎RoboRAVE 2022 台灣公開賽 

【相撲重量級設計類競賽】 

金牌獎：郭成恩、陳秉凱、李凱湋、黃冠智 

銀牌獎：張宗玄、林子凱 

◎111 學年度臺南市智慧城市 AI 機器人創意暨全國賽 

【高中洞燭先機組】 

第一名：郭成恩、林依靜 

【國中救難英雄組】 

佳作：楊閎鈞、孫睿隆 

◎2022 國泰反毒英雄爭霸賽暨 PaGamO 全國學科電競大賽全國決賽 

【共學組】 



亞軍：陳政緯 

◎111 年度中小學 SCRATCH 暨機器學習 AI 程式設計競賽 Scratch 組決賽 

【國中動畫組】 

第五名：謝育翔、沈峻羽；佳作：吳文生、吳碧修 

【國中遊戲組】 

第五名：楊奕芃、李佳璇；佳作：王宥霖、王宥鈞、蔡宗諺、林語桐 

 

數理與自然科學類 

 ◎2022 第 18 屆 IMC 國際數學競賽國際總決賽  

【八年級】 

銀牌獎：林勤驊 

優勝：黃俊瑋 

【十年級】 

銅牌獎：陳秉凱 

優勝：許淯鈞（跨級考） 

◎2022 IMC 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複賽 

【七年級】 

  優等獎：廖貫辰、葉一頡 

【八年級】 

銅牌獎：林勤驊、黃俊瑋 

優等獎：吳彬碩、陳秉渝 

【十年級】 



銅牌獎：陳秉凱 

優等獎：黃信昇 

◎111 臺南市公私立國中數學競賽 

【九年級】 

銀牌：林勤驊；佳作：吳彬碩 

【八年級】 

佳作：陳軒銘、張菱恩 

【七年級】 

佳作：鄭博澄、黃弘均、彭宥閎 

◎2022 台灣區 JHMC 國中數學競賽 

全國個人銀牌獎：林勤驊 

台南地區團體三等獎：林勤驊、黃俊瑋、吳碧修、陳秉渝 

台南地區個人一等獎：林勤驊 

台南地區個人優良獎：黃俊瑋 

◎PIDA 2022 思源 STEM 創意大賽決賽 

金牌獎：黃雋諺、楊雲安、林宏襄、郭品辰、張祐銓、黃㻃維 

◎111 學年度高中數理學科能力競賽第四區複賽 

【數學】佳作：施孟辰 

【地科】第六名：楊雲安 

【化學】佳作：李昇哲 

【生物】佳作：林宏襄 

◎2022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耐震獎：沈冠霖、鄭兆廷、郭成恩、蔡昀晏 

◎111 學年度第三屆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 

【科學寫作組】 

第三名：林珈貝、張粢綺、黃仲勛 

◎第 28 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南區 

第四名：賴楫翔 吳旻翰 顏稚家 

◎111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 

【普通型高中組】 

進入複賽（2 月決賽）：鄭兆廷、郭澐宣、李承叡、邱靖媗 

 

語文類 

◎111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高中組國語字音字形】 

特優：許淯鈞 

【高中組閩南語情境演說】 

優等：曾于恩 

【高中組閩南語朗讀】 

優等：蔡硯筑 

◎111 年臺南市國語文競賽決賽 

【字音字形－國中組】 

第三名：林展頡、蕭辰祐 

【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一名：許淯鈞；第二名：黃懿芃；優勝：顏睿廷 

【作文－國中組】 

優勝：谷勵、翁芮翎 

【作文－高中組】 

第二名：李婕瑜；優勝：林詠歆 

【寫字－國中組】 

優勝：蔡宗諺、馮可維 

【寫字－高中組】 

第二名：張詠婷；第三名：陳芊妤 

【國語演說－國中組】 

優勝：林勤驊 

【國語朗讀－高中組】 

第三名：陳寀涵、劉又齊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 

第一名：曾于恩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 

第三名：林宥誠；優勝：楊秉叡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 

第一名：蔡硯筑；第三名：翁鉦承 

◎臺南市111年度語文競賽南區全市決賽 

【北一區預賽－國中組團體】 

第一名：興國高中 



【北一區預賽－高中組團體】 

第二名：興國高中 

【第 1 類組－高中組團體】 

第二名：興國高中 

◎111 年臺南市國語文競賽分區預賽 

【字音字形－國中組】 

第一名：蕭辰佑；第二名：林展頡 

【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一名：許淯鈞；第二名：黃懿芃 

【寫字－國中組】 

第一名：馮可維 

【寫字－高中組】 

優勝：陳芊妤 

【作文－國中組】 

第二名：翁芮翎；第三名：谷勵 

【作文－高中組】 

第二名：李婕瑜；優勝：林詠歆 

【國語演說－國中組】 

優勝：林勤驊 

【國語朗讀－高中組】 

第三名：劉又齊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 



第二名：林宥誠；優勝：楊秉叡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 

第二名：蔡硯筑；第二名：翁鉦承 

◎第16屆聯合盃作文比賽 

【臺南區－七年級組】 

佳作：沈羿均 

【臺南區－八年級組】 

第四名：翁芮翎；佳作：呂冠儀、李宜芳 

【臺南區－九年級組】 

佳作：郭芷嘉、李慧禎 

【臺南區－高中組】 

佳作：姜柏均 

【嘉義區－七年級組】 

佳作：劉庭聿 

【嘉義區－八年級組】 

佳作：陳鈺謙、谷勵 

【嘉義區－高中組】 

佳作：莊茹淇 

【雲林區－八年級組】 

佳作：陳彥輔、蔡侑耘 

【雲林區－高中組】 

佳作：邱偉帆、李品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111010梯次】 

特優：梁僡芸、蔡佩璇 

優等：翁鉦承、劉宇哲 

甲等：曾捷瑜、孫瑜佑、莊敬、蘇栩陞 

◎全國高中小論文寫作比賽 

【1111015梯次】 

優等：朱字芸、張瑀恩、蔡昀晏、吳定睿 

◎111學年度全國高中英文比賽 

【英文作文比賽－南區決賽】 

佳作：黃㻃維 

【英文演講比賽－南區決賽】 

佳作：劉語雯 

【英文單字比賽－南區決賽】 

三等獎：黃㻃維；佳作：王瑋婕、簡岑宇 

◎臺南市 111 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讀劇】 

優等：李慧禎、吳彬碩、翁溱利、鄭天晴、黃子綺、陳沿羽、谷勵、陳昱辰 

【團唱】 

表現優良：林宥誠、王睿穎、李菲比、魏麗珊、姜昱君 

【說故事】 

優等：洪綺霙 



◎Cool English 111 年國中小英聽王 

英聽王獎：岑金孟、洪瑄妤、莊凱云、董婕翎、蔡珈旋、黃俊瑋、鍾  昕、王宥鈞、

張涵蓁、張瑋妮、何亮霓、唐御朝、徐子茵、翁溱利、梁競丞、陳沛其、

林勤驊、沈滋慧、陳柔蓁、黃靖諭、楊雅棠、蔡沛霖、蔡坤廷、林  蓁、

張桂蜜、蘇映竹、吳碧修、李承燦、姜昱君、康家瑄、曹鈞盛、蔣宜珊、

林柏燊、洪苡瑄、徐宥銓、黃詩雅、林珏伶、陳彥名、蔡雅弦、李慧禎、

吳彬碩、李亦勛、李庭儀、柯宗佑、楊意禛、張橙澤、梅妤婕、連秝萱、

陳至善、謝欣霓、王振銓、李婉辰、蔡秉融、謝宜穎、谷  勵、賴永潔、

翁芮翎、蘇郁喬、李苓溱、邱畹淇、陳芊涵、陳竑寯、蔡宗諺、鄭宥澄、

謝語喬、李玟樺、柯宥溱、曾憶芯、黃昱凱、廖貫辰、蕭詩婕、繆仲崴、

蔡旻樺、呂玄野、呂翊綸、宋承祐、李佳璇、林承漢、徐恩成、張峻瑋、

莊宜蓁、許芷毓、陳芊卉、陳彥輔、黃子綺、黃宇汝、楊奕芃、顏孜伃、

呂翊綾、李宜芳、洪子涵、陳品妤、楊秉叡、吳桓毅、胡宇妡、蔡宇喬、

鄭博澄、沈羿丞、林明旋、吳宜家、蔡宇萱 

◎111年度「Cool English普技高旅遊英聽高手比賽」 

旅遊英聽高手獎：張瑀恩、李月馨、吳偲綺、黃涵瑜、許瑋珊 

◎111 年度「Cool English 口說高手比賽」 

口說高手獎：毛藝涵、黃旻淇、林明旋、顏丞脩、翁芮翎、林岱樂、鄭宥澄、王苡

溱、辛潔妮、邱畹淇、柯宥溱、陳芊涵、陳泊妤、曾憶芯、蕭詩婕、謝

語喬、王信鈞、李秉賢、阮以樂、周琮瀚、侯仲恩、柯彥宏、陳竑寯、

黃城皓、黃昱凱、葉一頡、廖貫辰、林勤驊、楊意禛 

◎111 年度「Cool English 資安王比賽」 



資安王獎：林明旋、曾憶芯、李苓溱、侯仲恩、柯宥溱、葉一頡、蕭詩婕、楊意禛 

◎111 年度「Cool English口說大師比賽」 

最高分：陳昱宸、翁芮翎、鄭宥澄、李苓溱、楊意禎、林明旋、李宜芳、柯宥溱、阮

以樂、林勤驊 

◎111 年度「Cool English普技高字彙達人比賽」 

字彙達人獎：許瑋珊 

 

藝術類 

◎臺南市 111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北區） 

【平面設計類－國中組】 

第三名：王瀅絜；佳作：沈筱筑 

【西畫類－國中組】 

佳作：羅婕語 

【漫畫類－國中組】 

佳作：蔡宇安 

【水墨畫類－國中組】 

第三名：王信鈞；佳作：顏承脩 

【水墨畫類－高中組】 

第二名：李亦晴 

【書法類－高中組】 

第二名：許湘苡；第三名：陳芊妤；佳作：陳亭安、王茗蓉 

【漫畫類－高中組】 



第二名：莊茹淇 

◎111 年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創意圖卡創作甄選比賽 

優等獎：王瀅絜、王信鈞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11 年暑期保護青少-青春專案「創意 LOGO 設計徵圖活動」 

【國中組】 

第一名：王信鈞；第三名：沈筱筑；佳作：王瀅絜 

◎臺南市 111 年度「深耕學校家庭教育學生主題創作徵選活動」 

【國中組小書繪本類】 

特優：沈羿丞  

◎國立彰化美學館「111 年寫生比賽」 

優選：王信鈞 

◎臺南市 111 學年度魔法語花一頁書競賽 

【國中一般組】 

第二名：王信鈞 

 

體育類 

◎111 年第 20 屆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決賽 

【高中男子組】 

亞軍：邱振明、顏睿閎、蔡政宏、沈冠霖、沈羑丞、劉柏宏、張博鈞、邱崇瑋、林易

賢、潘柏任、許芠榳、吳育丞、莊承憲、鄭翔文、顏宇廷、翁翊朗、許庭睿、

蔡政憲、胡至傑、吳承諺、林庭禛 

◎111 年第 20 屆總統盃台南市預賽暨主委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冠軍：鄭翔文、蔡政憲、邱振明、吳承諺、顏睿閎、林庭禛、沈冠霖、許庭睿、顏宇

廷、翁翊朗、蔡政宏、沈羑丞、胡至傑、劉柏宏、張博鈞、邱崇瑋、林易賢、

潘柏任、許芠榳、吳育丞、莊承憲 

◎112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桌球高女單打】 

第四名：林依靜 

◎111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Airsoft Gun 射擊競賽」 

冠軍：顏睿閎、吳承諺、黃塏育、徐大軺、陳思安、郭澐宣 

◎臺南市 111 年獨輪車錦標賽 

【國中組定車】 

特優：蘇歆蕾；優等：王沛甯、莊秉鈞、林子涵、黃品瑄、林美孜 

【國中組女生單腳競速 50 公尺】 

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 IUF 迴旋障礙賽】 

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個人花式競技】 

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競速 200 公尺】 

第六名：王沛甯 

【國中組女生競速 400 公尺】 

第四名：林子涵；第六名：黃品瑄 



【國中組男生競速 400 公尺】 

第五名：莊秉鈞 

【公開組男生競速 100 公尺】 

第一名：陳威圖 

【公開組男生競速 200 公尺】 

第二名：陳威圖 

【公開組男生競速 400 公尺】 

第二名：陳威圖 

◎臺南市 111 年度中小學高爾夫錦標賽 

【國男組】第五名：徐恩成 

◎2022 全國校際盃極限射擊大賽 

總冠軍：林庭禛、周宣廷 

◎111 年度高中籃球聯賽台南預賽 

女籃榮獲第四名：李貞霓、王維容、黃姵昀、黃筱嵐、黃玥縈、潘怡璇、呂安雅、

蔡瑍宭、劉語雯、王子秦、林依靜、張瑋凌、曾子芸、蔡宇忻 

男籃晉級 12 強：蘇昱憲、林亨達、黃俊馭、吳承霈、蔡明翰、高賴昱成、李承穆、

林秉阜、黃靖傑、李約伯、吳承祐、林柏辰、李定洋、張永承、梅

定玨、鄭定綸 

 

大學特殊選才 

高三01班 蔡易辰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高三01班 陳冠任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高三03班 徐睿廷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高三04班 施孟辰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