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8 實驗研究組 陳冠豪 全國 臺灣 2009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大會獎物理與太空科學科 佳作 江明岳、張丕白98 實驗研究組 黃翊紘 全國 臺灣 2009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大會獎物理與太空科學科 佳作 江明岳、張丕白97 電機科 許恒維 臺北市 臺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學展 機械 特優獎97 廣設科 羅茹瓊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97 廣設科 邱利亞 全國 全國學生技藝競賽 第19名97 廣設科 戴婕星 全國 全國學生技藝競賽 第21名97 資處科 邱信鈞 臺北市 台北市97學年度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生涯學習檔案 高三組 佳作 吳淑慧97 資訊科 陳柏孝、謝欣達、劉佳勳 國際 2009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區選拔 高中職組 特優 安全帽真機車指導老師：陳欽榮、黃瑛修97 資處科 俞九衣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第一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許建庭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第二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邵繼瑋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第三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張雅涵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第七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吳宗翰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第九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薛嘉萱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電子試算表 北區高中職組 優勝 鄭麗雅97 資處科 張勤翌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六名 吳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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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資處科 林暉恩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九名 吳宜芳97 資訊科 何坤霖、劉書宏、方致堯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台灣代表) 博愛保護系統指導老師：陳欽榮、楊清文97 資訊科 陳柏孝、謝欣達、劉佳勳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安全帽真『機』車指導老師：陳欽榮、黃瑛修97 實驗研究組 李長紘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皮帶尺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李長紘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手錶放大鏡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周楷易、魏吉村、黃星樺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主動式風扇電蚊拍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黃智佳、沈鳳科、吳顯笙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防風雨傘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進97 實驗研究組 劉翔維、何瑞培、楊宗霖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彈性拐杖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陳冠豪、黃翊紘、游宗豪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從腳暖到頭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周楷易、許恆維、楊政翰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點魚機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陳建安、陳俊堯、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尺梳鏡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黃偉銘、黃聖元、李思賢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起床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施淳瀚、陳怡誠、蘇炤庭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特優 動力發光飛盤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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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實驗研究組 許恆維、李瑋晟、趙伯均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海水淡化器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蔡仁智、張晉嘉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一次性藥杯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進97 實驗研究組 魏吉村、黃星樺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震動枕頭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郭峻甫、簡資頤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防摔安全椅腳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蔡宗恩、黃順仁、陸德壎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一字梯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進97 實驗研究組 詹承緯、陳威霖、林庭弘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V型開罐器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李長紘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畫畫筆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7 實驗研究組 陳威寧 國際 2008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生活用品類 優等 蓋多人印章指導老師：翁錦龍、翁永進97 實驗研究組 蘇炤庭、陳冠豪 全國 2008台灣國際科展 入選 電源線磁場再生能源的研究與應用指導老師：江明
97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實驗班) 吳銘哲、于子捷 全國 2008台灣國際科展 入選 Reduction of freeradicals andendotoxin byconjugated linoleicacid loaded in-situsynthesizedpoly(N-isopropylacrylamide thinlayer97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實驗班) 邱玉婷、林煜修 全國 2008台灣國際科展 入選 野外實測嗜酸性溫泉紅藻光合作用能力之特性指導老師：徐冰、王瑋龍97 資訊科 方致堯、何昆霖、劉書宏 全國 2008台灣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職組 銅牌 博愛保護系統(A類:促進人類身心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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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資訊科 方致堯、何昆霖、劉書宏 全國 2008台灣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職組 銀質獎 博愛保護系統(B類:材料最佳使用)97 資訊科 林立元、游睿榮、張治中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專利作品) 電器類 銀牌 安全插座指導老師：陳欽榮97 實驗研究組 李宜軒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專利作品) 交通運輸類 金牌 定位指引與感測裝置指導老師：翁永97 實驗研究組 李宜軒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專利作品) 交通運輸類 銅牌 兩段式左轉警示系統裝置指導老師：翁永春、翁永承97 實驗研究組 郭峻甫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專利作品) 環保類 銅牌 食品拿取結構指導老師：翁永春、翁永承97 實驗研究組 許恆維、李長紘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專利作品) 家用品類 銅牌 衣架結構改良指導老師：翁永春、翁永承97 資訊科 林立元、游睿榮、張志中 臺北市 2008台北國際發明展覽 電器類 銀牌 安全插座供電裝置指導老師：陳欽榮97 資處科 俞九衣 國際 2008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三名 吳淑慧97 資處科 任昱暘 國際 2008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十名 吳淑慧97 資處科 俞九衣 國際 2008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三名 吳淑慧97 資處科 任昱暘 國際 2008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文書處理 北區高中職組 第十名 吳淑慧97 實驗研究組 廖昱勝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一組 入選 擁有可怕力量的地震--地震的起因、影響及如何97 實驗研究組 陳彥宏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一組 入選 擁有可怕力量的地震--地震的起因、影響及如何97 實驗研究組 陳聖翰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一組 入選 擁有可怕力量的地震--地震的起因、影響及如何97 觀光科 許雅清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第二名 台南貪吃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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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觀光科 洪梓瀚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第二名 台南貪吃玩遊97 觀光科 許家柔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第二名 台南貪吃玩遊97 觀光科 梅依芳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走~偶們趣一趣中部97 觀光科 朱玉庭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走~偶們趣一趣中部97 觀光科 方宣懿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走~偶們趣一趣中部97 觀光科 許劭寧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美艷東岸,每每嗟嘆97 觀光科 陳育成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美艷東岸,每每嗟嘆97 觀光科 莊紹愷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二組 入選 美艷東岸,每每嗟嘆97 綜高科 陳信鄆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三聚氰胺會造成怎樣的後果97 綜高科 楊紹煌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三聚氰胺會造成怎樣的後果97 綜高科 陳建源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三聚氰胺會造成怎樣的後果97 觀光科 周梅君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入選 星巴克模式97 觀光科 李宜軒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入選 星巴克模式97 綜高科 翁寧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毒一無二----三聚氰胺97 綜高科 林佳蓉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毒一無二----三聚氰胺97 綜高科 蔡佳君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971031梯次高三組 第三名 毒一無二----三聚氰胺97 實驗研究組 鄭智元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二名 世界是平的-把握這個趨勢,在21世紀才有競爭力Page 5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實驗研究組 許滿正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二名 誰與我詩奔97 實驗研究組 徐正泰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說服與反說服97 實驗研究組 黃楷筌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佐賀的超級阿嬤97 實驗研究組 鄭博元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奈米獵殺97 實驗研究組 黃瀚心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一公升的眼淚97 實驗研究組 賴弘益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乞丐囝仔97 實驗研究組 虞有翔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三國演義97 實驗研究組 孫明愷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第三名 目標:簡單而有效的常識管理97 實驗研究組 李進宏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入選 一公升的眼淚97 實驗研究組 黃翊紘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入選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97 實驗研究組 江欣原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入選 佐賀的超級阿嬤97 實驗研究組 陳冠豪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二組 入選 球,是這樣踢的97 資訊科 陳柏翰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善待自己97 資訊科 許智翔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御風而上----嚴長壽談視野與溝通97 資訊科 郭彣康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搶求地球的五十簡則97 資訊科 張勝貴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把這份情傳下去97 資訊科 方致堯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GOOD LUCK:當幸運來敲門Page 6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資訊科 孫碩亨 全國 全國高中網路讀書會作比賽 9711梯次台北區高三組 入選 危險心靈97 廣設科 程久榕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高職學生優良書籍心得寫作競賽 綜合類 第二名 地球暖化怎麼辦 黃佳鳳97 綜高科 吳佳璇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高職學生優良書籍心得寫作競賽 小說類 佳作 追風箏的孩子 吳秀鶯97 綜高科 鄭小龍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高職學生優良書籍心得寫作競賽 小說類 第三名 追風箏的孩子 許嘉齡97 電子科 蕭曄謙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高職學生優良書籍心得寫作競賽 小說類 第三名 佐賀的超級阿嬤 林素蘭97 資處科 俞九衣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第一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許健庭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第二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邵繼瑋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第三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張雅涵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第七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吳宗翰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第九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薛嘉萱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電子試算表 優勝 鄭麗雅97 資處科 張勤益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文書處理 第六名 吳宜芳97 資處科 林暉恩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 文書處理 第九名 吳宜芳97 資訊科 謝欣達、陳柏孝、劉佳勳 全國 九十七學年度北區高中職第九屆 E 試OK ！電腦技藝競賽 軟硬體專題計畫類 特優獎(第一名) 數位安全帽 黃瑛修97 資訊科 方致堯、劉書宏、何昆霖 全國 九十七學年度北區高中職第九屆 E 試OK ！電腦技藝競賽 軟硬體專題計畫類 優等獎(第二名) 數位博愛居家系統 楊清文97 資處科 許健庭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電子試算表 第二名 鄭麗雅Page 7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資處科 薛嘉萱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電子試算表 第三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俞九衣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電子試算表 第四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吳宗翰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電子試算表 第五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邵繼瑋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電子試算表 第八名 鄭麗雅97 資處科 張勤益 全國 2008年臺灣區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暨英語能力檢測(全國賽) 文書處理 第五名 吳宜芳
97 實驗研究組 梁庭和、蔡騰佳、虞有翔、林尹麒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應用科學科 三等獎 （爬牆的由來）－壁虎之超黏防水繃帶 翁永承、翁永進
97 實驗研究組 范巧汝、孫明愷、林煜修、鄭智元 臺北市 臺北市97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物理科 三等獎 風力發電在我家 李培德97 廣設科 謝政諺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Working hard willmake you 周宥嫺97 廣設科 許育嘉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二名 愛地球系列-與自然共生 江民良97 廣設科 周庭君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二名 保育動物系列-求救的警訊 廖雅慧97 廣設科 吳岳軒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菸害防治-『煙』飛『灰』滅的健 黃志城97 廣設科 黎耕綸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污染防治-還要忍「汽」吞「身」多久? 周宥嫺97 廣設科 蘇孝朋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家暴防治系列 廖雅慧97 廣設科 周芷卉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愛情EQ學 周宥嫺97 廣設科 白峻豪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保育動物系列-沒有買賣，就沒有 周宥嫺97 廣設科 鄭合軒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心靈關懷系列-讓古典音樂為生活 周宥嫺Page 8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7 廣設科 謝穎萱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第二名 專注 李明彥97 廣設科 周芷卉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第三名 流逝 李明彥97 廣設科 許育嘉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佳     作 執著 李明彥97 廣設科 黃文君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佳     作 反撲 李明彥97 廣設科 陳昀熙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佳     作 原始遇見文明 李明彥97 廣設科 陳芃睿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佳     作 鼓動 李明彥97 廣設科 姚易廷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書法類 佳     作 唐詩二首 李明彥97 廣設科 盧岳承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畫類 第一名 角落 李明彥97 廣設科 曾聖庭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畫類 第三名 想飛 周宥嫺97 廣設科 鐘敏傑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畫類 第三名 聚 李明彥97 廣設科 楊濤宇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第二名 初春 李明彥97 廣設科 蔡豐帆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第二名 遊子吟 李明彥97 廣設科 陳品淳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第三名 望 李明彥97 廣設科 蔡明諺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第三名 餘 李明彥97 廣設科 蕭世東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佳     作 禪語 李明彥97 廣設科 蘇孝朋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 第三名 登高望遠 周宥嫺97 廣設科 謝穎萱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 佳     作 節能減碳愛地球 周宥嫺97 廣設科 陳逸丞 臺北市 97學年度臺北市西區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 佳     作 兒時憶趣 李明彥97 資處科 邱信鈞 臺北市 台北市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 佳作 吳淑慧96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劉祖源 全國 思源科學創意競賽 台北市高中組 二等獎 科學創意競賽 劉宗憲96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廖傳凱 全國 思源科學創意競賽 台北市高中組 二等獎 科學創意競賽 劉宗憲96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許文成 全國 思源科學創意競賽 台北市高中組 二等獎 科學創意競賽 劉宗憲96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吳岳樺 全國 思源科學創意競賽 台北市高中組 二等獎 科學創意競賽 劉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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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6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郭警文 全國 思源科學創意競賽 台北市高中組 二等獎 科學創意競賽 劉宗憲96 廣設科 牛牧馨 全國 全國學生技藝競賽 第22名96 廣設科 張凱強 全國 全國學生技藝競賽 第8名96 汽車科 殷祺盛 全國技能競賽 汽車鈑金(打型板金) 第二名96 實驗研究組 許恆維、游宗豪、施淳瀚、黃翊紘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優等 差之千里、失之毫端--維克氏試驗機精確性初步改進與研究96 實驗研究組 劉芳孜、黃聖元、賴弘益、陳威寧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特優 神奇氣囊--全方位救生氧氣供應系統96 實驗研究組 陳柏孝、謝欣達、劉佳勳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特優、團隊精神獎 萬事從『頭』做起96 實驗研究組 劉承晏、林尹麒、徐正泰、吳旻哲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入選 一台抵多台--多功能運動器材研製96 實驗研究組 蘇紹庭、陳冠豪、陳雷、陳怡誠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佳作、研究精神獎 環環相扣磁場回收再生電力的研究與應用96 實驗研究組 范林尊、楊紹煌、吳雋猷、于子捷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佳作、研究精神獎 溫度與酸鹼值對溫泉紅生長之影響
96 實驗研究組(電機、電子科) 楊政翰、王紹帆、陳亮文、黃偉銘 臺北市 台北市第41屆中小學科展 高職組 特優 創新型微動能感測指導老師：江明岳、張丕白96 實驗研究組(資訊科) 陳柏孝、謝欣達、劉佳勳 全國 中華民國第48屆科展電子、電機及資訊科 高職組 第一名 萬事從『頭』做起Page 10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6 實驗研究組(電機科、電子科) 楊政翰、王紹帆、陳亮文、黃偉銘 全國 中華民國第48屆科展電子、電機及資訊科 高職組 佳作 創新型微動能感測系統研製
96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資訊科、實驗二忠) 劉芳孜、黃聖元、賴弘益 全國 中華民國第48屆科展化工、衛工及環工科 高職組 第一名及最佳創意獎 神奇氣囊--全方位救生氧氣供應系統96 電子科 陳宥達、廖于婷、林宇龍 國際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關上自動上鎖的窗指導老師：翁永進、翁永春96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黃殊琴、楊雅惠 全國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借力使力生生不息指導老師：宮輔96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郭峻甫 全國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筒製洋竽片輕鬆拿指導老師：翁永96 實驗研究組(機電科) 林浩翔、關崇益 全國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自動分類資源回收桶指導老師：翁永進、陳宏毅96 實驗研究組(觀光科) 李宜軒 全國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快速尋車暨貼心提醒器指導老師：翁永進、江明岳96 實驗研究組(觀光科、電機科) 李宜軒、許恆維 全國 2007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優等獎 兩段式左轉警示器指導老師：翁永春、翁錦龍96 資訊科 林立元、游睿榮、張志中 國際 2007印尼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組 金牌 安全插座供電裝置指導老師：陳欽榮96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劉荃聞、傅鈺婷 全國 2007台灣國際科展 入選 不偏不倚--奈米級修準方法與敏感度評估之研究指導老師：翁永96 資訊科 林立元、游睿榮、張志中 國際 2007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區選拔 高中職組 特優(台灣代表) 安全插座供電裝置指導老師：陳欽榮96 資處科 高原章等 全國 2006稅務光碟校園甄選比賽 高中職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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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5 實驗研究組 李宜軒 全國 第六屆旺宏科學獎 佳作 兩段式左轉警示器製作及探討指導老師：翁永95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第三十屆敦化盃書法比賽 高中組 佳作95 廣設科 牛牧馨 全國 第三十屆全國油畫展作品 入選95 廣設科 李宜瑾 全國 第17屆全國統計學社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 入選95 廣設科 唐瑜君 全國 第17屆中國統計學社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 入選95 廣設科 江岱凌 全國 時報廣告金犢獎 入選95 廣設科 蕭筑予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 入選95 廣設科 陳泰一 全國 全國學生台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 佳作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翁婉婷、廖昕楣 全國 全國高中職白沙小論文 第一名95 綜合高中 李柏翰 全國 全國抗震盃－地震工程型製作校際競賽 高中職組 第三名 指導老師：徐再濱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劉芳孜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一名 化學魔術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鄭小龍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一名 化學魔術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郭警文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一名 化學魔術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吳岳樺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二名 宇宙間的轉變-黑洞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廖傳凱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二名 宇宙間的轉變-黑洞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謝政廷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二名 宇宙間的轉變-黑洞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宋承錦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其他類 第二名 外星人的語言─火星文指導老師：宮輔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李潔茹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其他類 第二名 外星人的語言─火星文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陳枻如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其他類 第二名 外星人的語言─火星文指導老師：宮輔Page 12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曾妍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工程技術類 第三名 21世紀世界奇觀-空中步道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邱瑋婷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工程技術類 第三名 22世紀世界奇觀-空中步道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吳岳樺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三名 再生能源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劉祖源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三名 再生能源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廖傳凱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地球科學類 第三名 再生能源指導老師：劉宗憲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廖傳凱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三名 未來的綠色能源─燃料電池 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劉荃聞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三名 未來的綠色能源─燃料電池指導老師：劉宗95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傅鈺婷 全國 全國小論文 化學類 第三名 未來的綠色能源─燃料電池指導老師：劉宗95 廣設科 陳志賢 全國 全國大專院校帶動社團活動Logo 第2名95 資處科 邵婷妤 全國 立法院院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賽 唸算 第二名95 資處科 邵婷妤 全國 立法院院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賽 心算 第二名95 資處科 邵婷妤 全國 立法院院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賽 唸算 第二名95 資處科 邵婷妤 全國 立法院院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賽 心算 第二名95 實驗研究組 胡志宏、陳韋達、陳柏均、石修齊 全國 中華民國第4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最佳創意獎 立體空間養殖技術發展之探討與研究--以淡水龍蝦為例指導老師：宮輔辰95 實驗研究組(資訊科) 林立元、游睿榮、張治中 全國 中華民國第4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第二名 電來電去有玄機.神奇插座夠威力指導老師：陳欽榮95 實驗研究組(電子科) 馬明哲、余柏葦、林家禾、柯凱元 全國 中華民國第4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第三名 全方位救生--數位化水上安全管理系統指導老師：江明岳、張丕白Page 13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5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九十四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組 第三名95 綜高科 吳映潔 全國 96年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第三級 銅牌95 綜高科 潘昱婷 全國 95年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子第一級 銅牌95 資訊科 林欣辰、朱家葦、吳皓丞 國際 2006印度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高中職組 參展 無線網路通報與救護車優通行系統指導老師：陳欽95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陳琮文、連翰文 全國 2006台灣國際科展 入選 自動化健康管理系統之研製指導老師：江明岳、張丕白95 資訊科 林欣辰、朱家葦、吳皓丞 國際 2006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區選拔 高中職組 特優(台灣代表) 無線網路通報與救護車優通行系統指導老師：陳欽95 綜高科(綜二仁觀光學程) 臺北市 台北市高職英文歌唱比賽優勝 高職組 優勝 鍾郁玲、許怡禎、廖嘉玲95 綜高科 倪鈺翔、李忠哲、王維雅、鄭亨家 全國 2005年抗震-地辰工程型 優選94 廣設科 許榮傑 全國 第十四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入選94 廣設科 吳謀瑞 全國 第十四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最佳新人獎94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第二十屆金鵝獎書法比賽 入選94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國立中正紀念堂前廣場舉行之乙酉新年開筆大會揮毫 入選94 綜合高中 吳國睿 全國 高中職社區化專案「學生學習檔案競賽」 高三組 第一名 指導老師：謝東崟94 綜合高中 高瑋澤 全國 高中職社區化專案「學生學習檔案競賽」 高三組 第二名 指導老師：謝東崟94 綜合高中 王維雅 全國 高中職社區化專案「學生學習檔案競賽」 高三組 第三名 指導老師：謝東崟94 廣設科 林演如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入選 入選Page 14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4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周承樺、涂冠瑜 全國 全國高級中學校小論文 第一名94 實驗研究組(綜高科) 吳礎安、楊凱翔、吳嘉文 全國 全國高級中學校小論文 第二名94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周承樺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高二組 第一名 指導老師：宮輔辰94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吳礎安 全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高二組 第二名 指導老師：宮輔辰94 廣設科 陳怡蓁 全國 全國美展漫畫類 入選94 資處科 邱俊傑 臺北市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四學年度台北市學生藝術比賽 書法類西區 第二名94 資處科 邱俊傑 國際 日本第13回國際高校生選拔書展 入選94 資處科 邱俊傑 臺北市 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校園拒煙創意比賽 第二名93 機電科(機械科) 臺北市 臺北市第37屆中小學科學展 佳作、研究精神獎 發電避震器93 資訊科 臺北市 臺北市第37屆中小學科學展 電子電機及資訊組 優等、最佳創意獎 E世代汽車守護神93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第二十四屆全國書法比賽 高中組 優等獎93 實驗研究組(綜合高中) 吳俊皇 臺北市 第37屆台北市中小學科學展 生活應用組 特優 老人居家防護系統指導老師：江明93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國立中正紀念堂前廣場舉行之甲申新年開筆大會揮毫 銀獎93 廣設科 方怡婷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3名93 廣設科 蔡承叡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3 廣設科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甲等獎93 廣設科 蔡承叡 全國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電腦繪圖類 第20名93 廣設科 陳虹如 全國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商業廣告類 第13名93 資處科 邱俊傑 臺北市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三學年度台北市學生藝術比賽 書法類西區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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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3 資處科 邱俊傑 臺北市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三學年度北區語文競賽寫字項目 高中職組 第四名93 實驗研究組(資訊科) 楊永信、李嘉豪 全國 中華民國第4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第一名、學校團體組第二名 生活更便捷，就讓聲活動起來指導老師：陳欽榮、許良村93 廣設科 潘立偉 全國 93年國慶LOGO徵選 第一名92 資處科 邱俊傑 全國 第二十三屆全國書法比賽 高中組 優等92 廣設科 陳明欽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1名92 廣設科 陳羿文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2名92 廣設科 王建元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2 廣設科 王崧峰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2 廣設科 吳昱慧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2 廣設科 黃群智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2 廣設科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特優獎、優等獎92 機電科 賴孝任、吳旻益 全國 全國第43屆中小學科學展 機械類 第一名、最佳創意獎 自動防水閘門設計理念：以水之重量控制防水閘門之升降，以水制水避免人為疏失92 廣設科 黃群智 全國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商業廣告組 第9名92 廣設科 全國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 商業廣告組 第九名92 資處科 邱俊傑 臺北市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二學年度台北市學生藝術比賽 書法類西區 佳作92 實驗研究組 周世永、黃國益、吳俊煌、張維恩 全國 中華民國第4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中組 佳作 老人居家防護系統指導老師：江明岳、張丕白92 資訊科 全國 2004年創意發明展 佳作 全辺位居家安全系統92 機電科(機械科) 全國 2004年創意發明展 佳作 自動防水閘門Page 16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91 廣設科 卓昱希 全國 波錠全國金牌郵展暨郵票設計比賽 第2名91 廣設科 蔡子貴 全國 波錠全國金牌郵展暨郵票設計比賽 入選91 廣設科 陳子騏 全國 波錠全國金牌郵展暨郵票設計比賽 入選91 廣設科 葉仲華 全國 波錠全國金牌郵展暨郵票設計比賽 入選91 實驗研究組(資訊科) 林家瑋、彭吉廷、紀雅正、俞嘉瑋 全國 中華民國第43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第一名、學校團體組第一名 全方位居家安全系統 陳欽榮、王文政90 廣設科 林耿立 全國 第五十六屆全省美展視覺設計類 第1名90 廣設科 李婷婷 全國 第五十六屆全省美展視覺設計類 入選90 廣設科 李吳宏 全國 兩性平等教育海報設計 佳作90 廣設科 林柏亨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特優90 廣設科 廖淑華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佳作90 廣設科 邱嘉煌 全國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90 廣設科 李吳宏 全國 全國技藝競賽電腦繪圖組 第3名90 實驗研究組(資訊科) 劉俊宏、蔡易諳、李秉璇、李依釗 全國 中華民國第4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高職組 第一名、學校團體組第二名 智慧型居家管理系統 鍾裕峰、陳欽榮89 廣設科 黃俊緯 全國 國際樂儀隊海報設計比賽 佳作89 廣設科 陳育瑩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1名89 廣設科 李俊賢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優選89 廣設科 周羿君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89 廣設科 蔡貴華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89 廣設科 吳苑如 全國 台灣區交通安全汽車安全組海報 金手獎89 廣設科 許晁嘉 全國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2001和平」海報創作競賽 優選88 廣設科 陳正平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3名Page 17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歷年傑出表現參加年度 科別 學生姓名 競賽地域範圍 競賽項目 類別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88 廣設科 蕭昱清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優選88 廣設科 游紹棟 全國 全國學生美展比賽平面設計類 入選88 廣設科 徐偉鈞 全國 全省美展平面設計類 優選88 廣設科 廖珮瑜 全國 全省美展平面設計類 入選88 廣設科 林國隆 全國 2000年台灣創意之星設計大賽平面廣告設計類 金獎88 廣設科 林榆峰 全國 2000年台灣創意之星設計大賽平面廣告設計類 金獎

Page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