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女中校外(科學類)競賽榮譽榜一覽表          

                                                                        (至 2016.05.30 止) 

比賽日期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2016.5.30 2016國際地球科學國家代表隊選拔營 總成績前 50％ 215黃詠晴 唐國詩老師 

 

2016.5.25 

 

第 56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中第三

區科學展覽 

物理與天文學科優等 203黃秀珍、206楊雅惠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物理與天文學科佳作 201趙宇涵 

206宋亞靜 

環境學科佳作 115蔡翠虹、115董文晴、115董易蓉 陳琬菁老師 

115劉濰維、115張育瑄 蕭碧鳳老師 

 

2016.3.18-21 

 

第八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最佳科技創意獎 114葉仁愛、114邱亭瑜、115邱湘庭 

201林佳瑩、201趙宇涵、203黃秀珍 

205莊惇喻、206楊雅惠、206宋亞靜 

207黎慈容 

馬群樺老師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2015.12.27 

 

2016 ARML 美國地區高中數學聯賽臺

灣選拔賽 

全國團體獎-銀獎(季) 215王昕芸、215何俞蓁、215李品萱 

215李詠芳、215羅郁捷、215簡意安 

 

 

黃俊銘老師 
全國個人賽-二等獎 215何俞蓁、215李品萱 

全國個人賽-三等獎 215羅郁捷 

全國個人賽-優等獎 215簡意安、215王昕芸、215吳維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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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9 科技部主辦「2015 年中等學校數學建

模競賽」 

全國金牌獎 215洪宇萱、215王昕芸、204陳佳旻 黃俊銘老師 

王文惠老師 

莊孟綉老師 

2015.12.19 104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球

科學科學科能力競賽決賽 

三等獎 215黃詠晴 唐國詩老師 

2015.12.10 2016年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通過 215簡意安 劉國強老師 

2015.10.08  

2015年第 13屆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決賽表現優異 306陳冠瑜、305李佩慈  

-- 複賽表現優異 214許瑄方、214江名蕙、214陳予庭 

2015.07.30 初賽表現優異 313莊旻儒、310陳映儒 

 

2015.11.03-04 

 

104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臺灣省第五區複賽 

地球科學科第 4名 215黃詠晴 唐國詩老師 

數學科佳作 301詹秀婉 蘇怡儀老師 

生物科佳作 314陳筱婷、314鄭唯君 賴杰治老師 

物理科佳作 315林彥瑜 張國志老師 

化學科佳作 315顏艾伶、315蕭渼莘 江易霖老師 

2015.10.03 中央研究院高中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

育計畫 

甄選錄取 115林映岑 蕭碧鳳老師 

2015.09.13 2015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全

國總決賽 

高中職組創意賽第 1名 

晉級國際賽 

301巫艾伶、301張曉晴、201賴亭諭 李建嶠老師 

2015.08.22 2015思源科學創意大賽決賽 全國銅牌獎 215柯雅茹、215洪宇萱、215張芯慈、 

215羅郁捷、215蔡雨潔、215羅昱琁 

鄭茜如老師 



2015.08.21 2015年第 17屆 TRML高中數學競賽 全國特別《三等》獎 

台中地區《優良》獎 

315劉書瑜、315蔡菡庭、315蕭渼莘、 

315劉彥葳、315卓嘉儀、315黃姝琪、 

315汪欣卉、315葉宣慧、315余祐慈、 

315林彥瑜、315林柔言、315鍾雅婕、 

315廖昱欣、302顏千涵、302李燁庭 

 

 

莊孟綉老師 

2015.07.02 彰化縣 104年度教育盃機器人競賽 創意賽第一名，晉級全國賽 201張曉晴、204巫艾伶、103賴亭諭 李建嶠老師 

2015.05.06 第 55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中第三

區科學展覽 

生物科佳作 215林軒伃、215林詩婷、315施敏婕 賴杰治老師 

蕭碧鳳老師 

化學科佳作 202吳婷琦、203何芷菱、112夏萱璟 蔡家興老師 

2015.04.18 2015年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115黃詠晴 唐國詩老師 

2015.3.13-16 第七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最佳數位實驗獎 115黃詠晴、201張曉晴、201謝幸伶、 

205李品萱、205許惠瑀 

馬群樺老師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佳作 114劉美岑、114蔡佩樺、115游霈柔、 

115黃詠晴、115蕭禾言、201張曉晴、 

201黃晨怡、201詹秀婉、201謝幸伶、 

204葉思宏、205李品萱、205許  彤、 

205許惠瑀、214何雅瑄、214施喬娸、 

214鄭晴文 

2014.12.13 2015年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315張嘉芳、315賴宜慧、315林玟廷、 蕭碧鳳老師 



314汪欣品 

2014.11.17-18 103 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臺灣省第五區複賽 

生物科第三名 315邱佳慧 蕭碧鳳老師 

生物科佳作 315林玟廷、315李孟柔、315林愛真、 

315賴宜慧 

數學科佳作 314應昀汝 王文惠老師 

地球科學科佳作 215蘇禾雅、215蔡依婷 唐國詩老師 

物理科佳作 315李品臻、315蕭綺文 陳鵬仁老師 

化學科佳作 314陳奕儒、314曾韻修 

315張嘉芳、315張雅琳 

陳琬菁老師 

張文平老師 

2014.11.15 2015年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303江詠姍 馬群樺老師 

2014.10.25 2014 年第 11 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

化學科能力競賽 

個人成績優良獎 315張嘉芳 張文平老師 

2014.10.04 中央研究院高中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

育計畫 

甄選錄取 115簡意安 劉國強老師 

2014.08.17 2014年國鼎盃全國工程創意競賽 佳作 215吳毓芸、215顏艾伶。 賴杰治老師 

張國志老師 

2014.08.16 2014年台灣區 TRML高中數學競賽 全國特別《三等》獎 

台中地區《優良》獎 

315徐貽亭、315楊旻珂、315詹雅如、 

315蕭茗尹、315鄭云筑、315賴宜慧、 

315李品臻、315林玟廷、315李孟柔、 

丁麗雪老師 



315鄒佳紋、315張嘉芳、315黃資涵、 

315張勻薰、315何欣容、315梁淨涵。 

2014.07.17 2014 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彰化

縣校際盃選拔賽 

高中職組第 2名 301楊沁文、301王詠萱、305吳昀芷 李建嶠老師 

2014.05.07 第 54屆第三區分區科展 生物科佳作 215蔡宗儒、215黃資涵。 蕭碧鳳老師 

生物科佳作 215徐貽亭、215張奕萱、215鄒佳紋。 蕭碧鳳老師 

物理科佳作 215詹雅如、215張雅琳、215徐采文。 陳鵬仁老師 

化學科佳作 215邱佳慧、215梁淨涵。 張文平老師 

2014.03.04 徐有庠盃-第六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

辯論競賽 

廣天國際特別獎 315劉芷廷、201張芷瑛、114陳敏顥、 

114何雅瑄、115蔡依婷。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馬群樺老師 

2013.11.12-13 102學科能力競賽 生物科佳作 315陳亦抒、314姚育菁、314連怡涵、 

314陳奕秀。 

劉國強老師 

數學科佳作 315蕭晏竹、315李珮欣。 洪榮平老師 

地球科學佳作 215張嘉芳、215賴宜慧、215李孟柔。 唐國詩老師 

物理科佳作 315劉芷廷、315廖育萱、315楊椀婷、 

315蘇仟慧。 

馬群樺老師 

化學科第五名 315李子瑩。 江易霖老師 

化學科佳作 305王渝涵。 陳虹珍老師 

http://www.chgsh.chc.edu.tw/T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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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第 15 屆亞洲及第 45 屆國際物理奧林

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考試初選 

入選 315蘇仟惠、315劉芷廷、315李子瑩。 馬群樺老師 

2013.11.12 第 10屆清華盃化學競賽 個人銀牌 315李子瑩。 江易霖老師 

個人銅牌 315劉芷廷。 江易霖老師 

個人成績優良 315梁美心。 江易霖老師 

2013.09.14 2013年智慧鐵人競賽 國內高中職五專組亞軍 315李珮欣、315王翎庭。 馬群樺老師 

2013.09.09 2013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冠軍 215施敏婕(最佳應答獎)。 

215林玟庭、215李品臻。 

蕭碧鳳老師 

2013.09.04 第 15屆臺灣區 TRML高中數學競賽 地區團體優良獎 215張雅琳、215張嘉芳、215詹雅如、 

215楊旻珂、215施敏婕、215洪宜琦、 

215蕭茗尹、215徐貽亭、215張勻薰、 

215邱婉如、215許庭瑜、215何欣容、 

215鄒佳紋、215李品臻、215李孟柔。 

丁麗雪老師 

全國團體銅牌獎、 

女生特別獎一等獎、 

地區團體三等獎 

315王翎庭、315林妍芸、315李珮欣、 

315鐘孟鈺、315蘇仟惠、315簫晏竹、 

315劉芷廷、315劉芷伶、315楊梚婷、 

315廖育萱、315陳姿佑、315李子瑩、 

315楊品婕、315林亭妤、315陳亦抒。 

洪榮平老師 



2013.09.04 2013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彰化縣校計盃選拔賽優勝 202劉宜臻、206陳吟綺、204林芳汝、 

207吳劭筠、207江妍蓉、201王詠萱、 

201鄭羽鈞、201施妙穎、215何欣容、 

215張勻薰、215鄭云筑、215張嘉芳、 

215張雅琳、215徐貽亭。 

張志文老師 

李建嶠老師 

2013.07.29 2013 年海峽兩岸力學交流暨中學生

力學競賽 

理論競賽銀獎、 

實驗競賽銀獎 

315 蘇仟惠。 馬群樺老師 

2013.06.12 2013 年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決賽獲

獎名單 

全國銀牌獎 215蘇仟惠。 馬群樺老師 

全國銅牌獎 215劉芷廷、215李子瑩。 馬群樺老師 

入圍獎 215陳亦抒、215陳姿佑、215蕭晏竹。 馬群樺老師 

2013.05.14 2013年 ARML美國地區數學聯賽 團體組榮獲銀牌 215王翎庭、215李子瑩、215李珮欣、 

215林妍芸、215林亭妤、215陳亦抒、 

215陳姿佑、215楊品婕、215楊椀婷、 

215廖育萱、215劉芷伶、215劉芷廷、 

215蕭晏竹、215蘇仟惠、215鐘孟鈺。 

洪榮平老師 

2013.05.14 第 53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中組生物科佳作 204廖彩玲、206黃薇諠、208連緯茜。 賴杰治老師 

2013.05.07 2013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選拔營 入選 215劉芷廷 唐國詩老師 

 2013年第11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 初賽中區第一名 315 劉炘莓、315 林佳燕、315 梁美心 馬群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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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競賽 

 
2013年第11屆全國高中職慧鐵人創意

競賽 
初賽中區第二名 215 張勻薰 

 
2014ARML 美國地區數學聯賽臺灣選

拔賽 
個人優秀獎 207 高瑞憶、204 林昱婷、202 陳盈如  

2013.05.07 2013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 選拔營入選 215 劉芷廷 唐國詩老師 

2013.05.01 2013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 入圍決賽 
215 李子瑩、215 陳亦抒、215 陳姿佑、 

215 劉芷廷、215 蕭晏竹、215 蘇仟惠 
馬群樺老師 

2013.03.30 
2013 全國高職智慧型機器人(自走車)

競賽 

自走車避障佳作 
206 林綉敏、206 張晏慈、206 林宛誼、 

206 林芷玲、206 李蕙如 
李建嶠老師 

迷宮競速(飆機器人)金牌獎 
201 陳資育、201 陳莞亭、202 張景賀、 

206 陳凱琳 

2013.01.05 2013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初選入選 315 潘若虞 賴杰治老師 

2012.11.10 
第九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

力競賽 
個人成績優良 315游敏  

2012.11.6-7 
101 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 第七區複賽 

數學科佳作 315陳愉安、315黃思瑋、315賴昱汝 王文惠老師 

生物科佳作 314楊逸晴、315黃莉棋 賴杰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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