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科能力競賽中投區複賽 

【物理科】得獎名單 

參賽科別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物理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陳秉毅 黎俊基 第一名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奕廷 林宗徽 第二名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劉晁泓 陳俊榮 第三名 

物理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黃紹祈 黎俊基 第四名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賴禹宏 林宗徽 第五名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賴奕安 徐國森 第六名 

物理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林子翔 傅祥益 第六名 

物理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王俊皓 李佳展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許翰元 張瑞宗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奕樺 凌美璦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鈺傑 徐國森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蕭煒霖 陳叡聖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王維楨 張瑞宗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鄭翔梓 劉容禎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黃加佳 邱雅雯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李國瑋 林許騰岳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葉盈盈 陳秀芬 佳作 

物理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葉巧伃 邱雅雯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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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得獎名單 

參賽科別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丁俊呈 陳孟宏 第一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羅尹宏 曾遠煌 第二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翁世勳 蘇泳霖 第三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吳秉謙 王文杰 第四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薛晉賢 曾遠煌 第五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王兆昇 蘇泳霖 第六名 

化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林均翰 李紹銘 第六名 

化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黃以愷 莊啟祥 第六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楊詠蓁 顏伯昌 第六名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陳柔安 黃國棠 佳作 

化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許富傑 蔡怡安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王睿婷 蘇育慧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奕成 曾遠煌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賴婉婧 林彥豪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呂天翊 顏伯昌 佳作 

化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蔡承洋 何家齊 佳作 

化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袁孟華 李紹銘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黃韻璇 徐孟君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黃子維 紀丞哲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莊晰之 林彥豪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顏筱蓁 孫旭初 佳作 

化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洪越家 陳吉峰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魏宇弘 黃士綱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廖佑晟 陳淑媛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陳佳俞 蘇韋嘉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黃柏晟 莊啟祥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徐柏元 簡秀娟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劉柏鋒 黃堯琮 佳作 

化學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育萱 孫旭初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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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得獎名單 

參賽科別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吳柏燁 林奇鋒 第一名 

資訊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詹挹辰 李孟翰 第二名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林伯禧 林奇鋒 第三名 

資訊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葉宥辰 李孟翰 第四名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周得壹 柳佩君 第五名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蔣昀成 林奇鋒 第六名 

資訊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許仲宇 黃玉勝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李慕庭 林奇鋒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翁君牧 林奇鋒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黃竹均 劉國聲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宸熏 林奇鋒 佳作 

資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蕭琪 張啟中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沈奕至 廖偉良 佳作 

資訊 自學生 呂宣陽 (空白)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吳沛昀 楊旭喨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楊境民 廖偉良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許富盈 楊旭喨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陳苗原 廖偉良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張乃方 林慧香 佳作 

資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陳念誠 廖偉良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