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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家閔獲獎照

資訊科莊家閔感謝指導老師林建川之外，

還謝謝前年獲得金手獎第八名並且錄取台

科大學長李喬安的引導和協助，才能讓自

己樂於選手培訓，並且有所成就。

【實習處】本校於 110 年教育部工科技藝競賽，自全國 136 所學校

1065 位選手中脫穎而出，得到五座金手獎與五面優勝，其中三項職類

榮獲全國第一名，僅次台南高工與大安高工的四項職類全國第一，更

獲贈一輛 TOYOTA 汽車，創下本校有史以來最佳的參賽成績。

值得一提的是，工科技藝競賽雖也是全國性比賽，但是得獎選手

與指導老師並無任何獎勵金。有鑑於此，點將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

了響應政府提升專業技能水準，成立「陳景松技藝競賽獎勵學金」，

凡是參加 110 年度教育部辦理全國高中職校技藝競賽榮獲金手獎前五名

的學生及指導老師，都能獲得獎勵金與謝師金。第一名獎勵金 8 萬元，

第二名 7 萬元，第三名 6 萬元，第四名 5 萬元，第 5 名則是 4 萬元，今

年便獲得 29 萬元的獎勵金。

周芷帆 ( 左 ) 與林志鴻老師 ( 右 ) 培訓狀況

建築科周芷帆來自台東縣新港國中，為了訓練，

常常三到四週才回家一趟。指導老師林志鴻主

任說，建築製圖選手要有天生的空間透視感、

色彩美感，更必須擁有建築施工實務的認知。

很開心芷帆扛起培訓壓力，獲得殊榮。

李韋德 ( 左 ) 與指導老師宋祐禎 ( 右 )

培訓狀況

製圖科李韋德在 11 月上旬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時因為失誤只拿下第五名，雖然難過但重新

振作，勇奪金手獎第一名，扳回一城，如願

保送台北科技大學技優領航專班。

徐士凱練習汽車噴漆認真專注

汽車科徐士凱非常感謝指導老師李訓順的費

心，李訓順老師除了利用上課及課餘時間盡

力指導外，更犧牲自己的假日及寒暑假的時

間來陪伴他，給他信心和鼓勵。

陳宏諭練習汽車修護十分勤奮

汽車科陳宏諭在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已經拿下銅

牌，具備保送北科大的資格，但是他不斷挑戰自我，

這次工科競賽榮獲金手獎，連戰皆捷。他感謝指導

老師潘旻威和李志賢主任與邱暐仁老師的陪伴，才

能屢次創下花工汽車科歷來參賽最佳的成績。

校長 ( 前排中 )、陳文帆主任 ( 左一 ) 與得獎學生合影

創花工紀錄  工科技藝競賽    五金手五優勝  三項職類第一

110 年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職類名稱
指導
老師

班級
導師

畢業國中
/導師

名次

圖三甲 李韋德
電腦輔助
機械製圖

宋祐禎 宋祐禎
玉里國中
徐艾平

金手獎第 1名

建三乙 周芷帆 建築製圖 林志鴻 關筱潔
新港國中
曾鈺娟

金手獎第 1名

汽三乙 徐士凱 汽車噴漆 李訓順 簡永宗
鳳林國中
林芳儀

金手獎第 1名

汽三乙 陳宏諭 汽車修護 潘旻威 簡永宗
自強國中
余文達

金手獎第 4名及
Altis 汽車 1部

資三甲 莊家閔
電腦軟體
設計

林建川 郭德潤
國風國中
邱良惠

金手奬第 7名

建三甲 林柏勳

測量 張文德 張文德

花崗國中
張舒婷

優勝第 6名

建三甲 廖翊舜
宜昌國中
高禎英

汽三乙 周雅萱 汽車噴漆 李訓順 簡永宗
化仁國中
黃瓊瑤

優勝第 9名

圖三甲 高惠美 機械製圖 宋祐禎 宋祐禎
壽豐國中
彭仁信

優勝第 14名

電三乙 洪啟倫 室內配線 鄭元正 魏彤竹
玉里國中
湯佩君

優勝第 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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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競賽選手大會師
本校代表花蓮區接受總統表揚

本校於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勇奪 3 金 4 銀 3 銅，得牌數量全國

亞軍。勞動部為了表揚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優勝選手的卓越表現，特

別在 12 月底在晶華酒店舉辦金、銀、銅牌選手大會師活動，藉此公開

表揚獲獎選手。

因此校長黃鴻穎代表花蓮地區，與製圖科謝金威主任帶領得獎選

手北上，與各地菁英齊聚一堂，並為下一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國際技

能競賽做準備。全國技能競賽得獎的前三名選手們，分別能夠能得到

12 萬元、6 萬元與 4 萬元的獎勵金，還能獲得保送國立科大的資格。

破全國紀錄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原舞隊  特優第一名

【學務處】本校原舞隊參加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勇奪高

中職丙組特優第一名，不僅是唯一的特優學校，且分數高達 90.80，更

是打破全國賽丙組從未超過 90 分以上的紀錄。去年 11 月第一次以丙組

的資格挑戰花蓮縣高中職民俗舞蹈比賽，以 91.3 的高分獲縣賽第一名，

是歷年最高分。

原舞隊從成立至今，邁向第 12 年。歷年來獲獎無數，並且受邀參

加各個活動，去年校慶在新綜合大樓揭牌儀式表演，11 月 19-21 日受邀

到花蓮縣聯合豐年節演出活動，更在 11 月 27 日榮獲國際獅子會邀請到

台北小巨蛋演出，將原住民文化與精神廣傳各界。

身為隊長的建築二乙陳文勝說，這次比賽奪冠要感謝的人很多，

包括：老師田姈琋、老師田婉瑜、助教高柏元、助教王偉玲等人的指導，

更感謝學校提供的許多資源。

教育服務典範  
校長榮獲中等學校教育服務獎

【秘書】校長黃鴻穎榮獲中等學校教育服務獎，此由花蓮救國團

薦拔花蓮區教育服務典範，推舉校長代表花蓮於 110 年 10 月至臺北市

救國團 69 週年團慶中接受表揚，並由前總統馬英九親自頒發教育服務

獎獎牌乙座。

黃校長至本校服務第五年，是一個學經歷豐富的學者型校長。從

學生課業學習、技術培養、升學與就業、住宿、生活管理、服務態度、

弱勢關懷、美感培育，全方位地引領照顧。在全校師生眼中，他是一

個以校為家、具備高度熱忱的教育家。

創花工紀錄   技優保送 
十位學生錄取國立科大

【教務處】本校學生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共十位

學生錄取國立科技大學。其中就有六位錄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電技

優專班，包括：張愷勛、劉家鴻、史樂恩、蘇机岳俊、簡志桓、李韋德；

兩位錄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包括：建築系周芷帆、機電技優領航專

班陳宏諭；林向泓則是錄取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陳柏硯錄

取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電機工程系。

能錄取國立科大都是源於全國技能

競賽與工科技藝競賽的成果斐然，再以

這樣優異的成績參加保送入學管道，金

榜題名。期盼這些憑藉技優保送錄取國

立大學的學生們，能將技術傳承給學弟

妹，在各個專業領域開創出一片天空。

創意滿點
技術創造力競賽全國季軍

【電機科】電機二乙班張芳慈、張卉美、陳少謙、陳思杅組成的「鋼

彈盪單槓」，在指導老師歐陽慎與導師柯貞伊的努力之下，參加臺灣

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主辦的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

賽，以「遇水則發」作品與 178 個隊伍較勁，榮獲全國季軍，是近幾年

來最優異的成績。

這項競賽必須具備創意、美術繪圖、程式設計等跨領域能力的比

賽，需要資訊科、機械科老師們的適時指導，正好符應 108 課綱跨域學

習的精神。獲獎學生們未來高三參加技優甄審能加分 20％，推甄則是

加分 15％，因此是一個媲美全國技能競賽等級的比賽。

保送學生與黃鴻穎校長、陳文帆主任合影

電機科團隊與學生合影

校長、謝金威主任帶領選手
參加會師

前總統馬英九 ( 左 )，親自頒發獎牌

勇奪花蓮縣、全國第一

花蓮豐年節表演

校長 ( 左 ) 參與國際交換生活動

歐陽慎老師訓練選手狀況  校長、吳家名主任與原舞隊合影

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金牌選手們
和蔡總統大合照

校長 ( 前排右一 ) 參與教官室志工活動

在台北小巨蛋演出

綜合大樓揭牌儀式表演

校長 ( 中 ) 主持國中學生技藝競賽

花 工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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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教務處、實習處、

總務處】11 月 11 日辦理 81 週年校

慶運動會，隔日辦理校慶慶祝大會。

活動由校長黃鴻穎主持，與會貴賓

雲集，立委傅 萁、前縣長吳水雲、

前縣長謝深山、韓光宗軍訓督導、全

新光電陳懋常董事、日月光集團汪和

寧經理、旺宏電子林美綺主任、遠誠

人力楊景裕副總、各級學校校長、前

校長葉日陞、家長會前會長莊志雄、

現任會長鄭文聰；校友會則有前會長

吳詠好、副會長林崑明、總幹事陳紹

昌、理事郭淮建與校友邱鴻彬等政商

名流，齊聚一堂。

進修部師生齊力
圓滿校慶運動會

【進修部】為共同慶祝建校 81 週年校慶，進修部於運動會辦理前

夕，完成了場地畫線及新建綜合大樓揭牌儀式場地布置工作，以行動

支持校慶系列活動。

進修部於夜間辦理運動會，建築科同學運用平日所學距離丈量技

術完成了田徑比賽場地起點前伸數、終點、接力區的丈量及畫線，協

助運動會競賽得以順利辦理。汽車科同學運用駕駛技能協助搬運新建

綜合大樓揭牌儀式所需坐椅及相關設備，並整齊建置會場與清潔擦拭，

讓與會外賓能夠留下好印象。

多人跳繩體現運動家精神 

頒發 110 年花工優良教師  頒發 110 學年年級模範生獎 

行政人員忙碌成績檢錄

張齊憲導師為同學拔河加油打氣

汽車科學生協助新綜合大樓場佈

建築科學生發揮丈量專長

黃鴻穎校長、立委傅 崐 萁、
前校長葉日陞與貴賓一同揭牌

校長頒發精神總錦標獎

11 月 12 日校友大會頒發優良教師、模範生及孝悌楷模等獎，旋即舉行新綜合大樓揭牌

典禮、校友大會。大樓於民國 107 年獲教育部核准新建，108 年 3 月 18 日動土開工，至 110

年 3 月 29 日竣工，共耗資新台幣一億一仟一百多萬。委由花工畢業校友許至勝開設的東鼎

工程營造公司施工，融入學校特色及結合現代環保節能概念，形塑新穎亮麗的三樓建築，

將提供技術教學中心與專業群科教學使用。

榮

譽

榜

本校 110 年優良教師：

體育科金良遠、建築科王美惠、化工科羅建國、資訊科陳建良、
國文科姚孟君、製圖科李逸琪、機械科許俊偉。
本校 110 學年度年級模範生：

建築三乙陳邑娟、電機三乙黃金佑；建築二乙周渟諠、
電機二乙黃閔祥
花工之友會 110 年度年級孝悌楷模代表

三年級孝悌楷模代表：電機三乙廖嘉慶、機械三乙林煦展
二年級孝悌楷模代表：汽車二乙江恩慈、機械二甲洪凱翔
花工之友會花蓮縣 110 年度孝行獎：資訊三乙呂佳蓉
110 年慈孝家庭楷模獎：電機三乙廖嘉慶

羽球協會理事長趙賢勳
捐贈獎品

化三甲廖昱惟代表運動員宣誓 學生表演祝賀花工生日 

眾貴賓、校友在新綜合大樓前合影

陸軍花防部李榮華中將與官兵
捐贈獎品

獅子會進行反毒宣導 四人三腳考驗團隊默契 拔河秘訣：技術、團隊與毅力

花工儀隊領會旗進場

校友慶祝大會大合照

八一校慶  陶鑄群英      新綜合大樓揭牌  嘉賓雲集

花 工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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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 就業方案
學生多元選擇

【實習處】本校除了升學管道、就業管

道之外，本校另外推動學業、專業、職業一

次到位的三業管道。與多所科大簽定策略聯

盟，經校長與實習處推動、校友支持，有產

學專班、產攜專班及青年儲蓄方案，本校高

三學生升學就業管道非常多元：

一、台電技術類科獎學金甄選 : 成立輔導考

試專班，培訓高三學生報考，考取後即

為台電在地正式員工，目前以電子科、電機科、資訊科應屆畢業

生為主。

二、群悅建築師研究所人才培育方案：建築科、電機科適用。可直接

就業或領取獎學金上大學，畢業後再回公司上班 4 年。

三、全新光電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專戶：無科系限制。四班二輪制（做

二休二以正式員工起聘）需配合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專戶，

基本薪資日班 31500 元夜班 37500 元加青儲專戶 1 萬元及全新光電

青儲獎勵金五千元，合計月薪 46500 到 52500 元。公司鼓勵至健行

科大各科系進修。

四、台積電就業面試：機械科、製圖科、電機科、化工科、汽車科適用。

類別有：製程冷卻水管路、電力工程、排氣管路工程、排水管路

工程、純水管路工程、真空管路、自動焊接配管工程。

五、國立虎尾科大產學攜手專班：機械科、製圖科、電機科、電子科

適用。高三 5 ~ 6 月校外實習，實習及格申請科大產攜專班，日後

週一至四以 正式員工上班、薪資約二萬七千元；星期五、六上課，

四年取得大學文憑。

六、旺宏電子公司產學合作班：無科系限制。四班二輪制 ( 做二休二以

正式員工起聘 ) 大一、大二基本薪資日班 29300 元，夜班 37580 元；

大三薪資日班 41000 元，夜班 49000 元；大四薪資日班 43000 元，

夜班 51000 元，供住宿。公司鼓勵至國立聯合科大進修。

七、日月光公司產學面試：無科系限制。四班二輪制（做二休二以正

式員工起聘）年薪約 50~60 萬元，公司鼓勵至中國科大進修。

八、世界先進 / 健策公司與萬能科大產學攜手專班 : 詳見實習處網頁。

九、台泥和平火力電廠在地人才就業方案 : 畢業後到服役前為台泥預備

員工 ( 享勞健保補助，起薪 26000 元 )，服役後即為正式員工，起

薪 30000 元起。

110 年花蓮縣學生語文競賽
勇奪十項獎牌

語別 班級 姓別 指導老師 成績

寫字 子三甲 劉峻廷 簡永宗 特優
備註：參加全國賽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建二甲 吳少綸 劉晏伶 特優
國語演說 資二乙 陳泓鉦 林郁萍 優等
國語朗讀 資二甲 陳品文 黃姚菱 優等
閩南語朗讀 電三甲 林堉稘 林秋月 優等
阿美族語朗讀 建二乙 陳文勝 胡美芳 優等
賽德克族語朗讀 化二 吳郁馨 田習妹 優等
太魯閣族語朗讀 資三甲 呂浩杰 吳淑蘭 優等

作文 汽三甲 葉懷仁 連楚瑩 優等
寫字 化二 林于靖 劉石輝 甲等

110 年更生盃數學競賽
二金一銀最佳獎項

● 資訊三乙 田以諾 金牌

● 資訊二乙 王家偉 金牌

● 電機二乙 蔡丞銳 銀牌

第二屆創意發想暨專題製作競賽
參賽踴躍

【教務處】教務處 1 月份舉辦第二屆創意發想暨專題製作競賽，

學生報名踴躍，專題組 23 件，創意組 22 件，總計 45 件，比去年 21 件

暴增一倍以上。

評 審 委 由 花 崗

國中校長李恩銘、花

蓮縣網中心教師邱文

盛、銅蘭國小校長許

壽亮與本校實習主任

陳文帆等四人。學校

希望透過專業評審的

建議，修正後參加全

國創意及專題競賽。

美感教學跨域超群
榮獲教育部領航獎

【教務處】本校榮獲教育部 109 學年度跨域美感最高榮譽：領航獎。

在 160 所種子學校中成果碩然，成為宜花東區唯一獲得此獎項的高中。

美感桌遊模組課程，由美術科老師黃兆伸所主持，參與的老師包

括：國文科高毓婷主任、英文科陳瀅如組長、數學科陳志奇組長、化

工科閻國中老師以及製圖科高忠福老師等人一起進行跨領域課程教學。

計畫以「美感桌遊模組」為課程設計主軸，引導學生開發潛能，強化

學生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主持計畫的黃兆伸老師指出，花工學生對跨領域美感課程感到非

常有趣，而這樣的課程設計，讓美術更加具備學科的知識概念，從國

文教學中看見了美的形式原理，英文單字具有美的對稱與律動的美，

數學也充滿了美的排列美感，化學實驗更是充滿美的色彩變化，而製

圖也成為量化桌遊卡牌的專業課程模組。

左起師大黃純敏教授、教育部武曉霞司長、
黃兆伸老師、師大趙惠玲教授

黃兆伸老師執行 6 年的
跨領域美感計畫

校長、執行計畫教師、行政團隊在成果發表會合影

林秋月老師
與林堉稘合影 

黃姚菱老師
與陳品文合影

校長黃鴻穎感謝台積電主管們
蒞臨學校招募人才

林郁萍老師
與陳泓鉦合影

吳郁馨
賽前合影校長與得獎學生合影

校友會理事長林坤煒 ( 右 )
致贈感謝狀給傑出校友

台積電副總經理莊子壽 ( 左 )

汽車科全國賽選手設計的智能頭燈

許壽亮校長與陳文帆主任
進行成品審查

發光煤煤球成品

李恩銘校長讚許今年比賽
比上屆更豐富多元

花 工 簡 訊



本校榮獲教育部
教育實習最高榮譽同心獎

【教務處】本校與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師資培育中心三個

單位，共同榮獲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績優最高榮譽之教育實習合作團體

同心獎。主要參與的團隊成員如下：本校黃兆伸老師，指導美術教學

實習；製圖科宋祐禎老師，負責導師實習；東華大學藝設系洪莫愁教授，

以輔導實習教師為主；以及實習教師張嘉芫。

張老師對本校充滿感激之情，認為實習過程中除了能學習師長們

在課程教學與自我專業的精進與努力，更能進一步瞭解花東地區的學

生多元學習特質與屬性，導師如何透過循循善誘的班級經營維護學習

氛圍，都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期許自己在教育的園地盡心盡力，持

續朝向教育的重要使命與標竿前行。

2021 太平洋盃
無人機運算思維賽獲佳績

【實習處】電子科王巧雲老師 10 月底帶領

學生參加縣政府辦理的太平洋盃無

人機運算思維賽，在高中職組中獲

得多項名次：

● 立體迷宮障礙賽，第一名子三

甲林庭佑；第三名子一甲賴安

柏、葉亭葦。

● 程控障礙賽，第三名子一甲葉

亭葦、江昱霆。

2021 太平洋盃自走車競賽
軋車爭光

【實習處】本校王巧雲老師帶完無人機比賽，12 月馬不停蹄，再帶

領多組學生，參加 2021 花蓮縣太平洋盃智能自走車運算思維競賽，獲

得「迷宮守衛戰」第一名、「智能接軌賽」第一至三名及「相撲對抗賽」

第一、二名。兩百多位高中職及國中小親師生軋車賽中奪得佳績。

得獎獎項如下：

●「迷宮守衛戰」第一名，子一甲劉家安、張文賓。

●「智能接軌賽」第一名，子一甲江昱霆、陳德佑；第二名子一甲劉家

安、張文賓；第三名子一甲賴安柏、葉亭葦。

●「相撲對抗賽」第一名建一乙陳宣瑋；第二名子一甲王彥凱、徐宏維。

  花工英樂會
英文與音樂的相遇

【教務處】12 月 22 教務處辦理英語歌唱比賽 (Singing Contest IN 

English)，由英文科洪雅欣與丘如新老師、音樂科李慧蘋老師擔任評審。

楊玉明老師主持擔當，在他串場、訪問、勉勵中，讓比賽減少競爭氣氛，

師生於悠揚的英文樂曲中，歡度聖誕佳節。

進入決賽的學生總共九組，包括：機三乙林羿翔與陳佳駿的「As  

Long As You Love Me」、機一甲蘇儀家與潘敬彥的「Perfect」、汽一

乙蕭慈涵的「Like  My Father」、圖三甲李韋德的「Love Yourself」、

機一甲李可威與卓丞中的「Love Is  Gone」、資三甲呂浩杰的「Proud 

Of You」、建一甲洪誠佑的「At My Worst」、資一乙李念佳的「Last 

Christmas」、子二甲林柏立的「Perfect」。

比賽最後的名次如下：第一名蕭慈涵，第二名呂浩杰，第三名李

念佳，第四名李韋德，第五名是林羿翔與陳佳駿。相信從英語歌唱比

賽出發，培育更多生活應用英語人才。

攜手科大  跨域交流
台科大、亞東科大 共學講座

【教務處】教務處為了開拓學生學界視野，與科大端合作辦理師

生共學講座，110 年 12 月份起，臺科大教務長阮聖彰以「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所需的人才」開端，陸續有主任秘書呂政修「室內定位技術發

展概論」、機械系教授張以全「工業 4.0 概論」與電子系教授沈中安「5G

通訊：應用、技術與挑戰」，以多元的主題與本校師生分享。

此 外 教 授 們 介

紹臺科大的沿革與發

展，指出臺科大強調

學 術 紮 根 與 實 務 導

向，並分享成為臺科

大所需人才的要素。

希望藉此系列講座激

勵學生提昇自己的外

語能力與基礎學科，

以不懈怠的精神面對

未來的挑戰。

共學講座大合照，前排左起：
臺科大教務長阮聖彰、黃鴻穎校長、汪冠宏主任

呂政修教授主講
室內定位技術發展概論

黃兆伸老師 ( 左一 )
代表本校受獎

資一乙李念佳
生動活潑的表演 

校長介紹亞東科大教授及講座

教務處帶領實習老師參與跨領域美感計畫會議，
與計畫教師合影

校長 ( 中 ) 與得獎學生、老師合影

縣政府頒獎合影

王巧雲老師與學生合影

臺科大教務長阮聖彰
分享人才要素

宋祐禎老師指導班級事務

已保送北科大的李韋德
自彈自唱

軋車對抗

花蓮縣長徐榛蔚親自頒獎

今年 3 月亞東科大安排三位教授蒞校講座，有研發長閆嬰紅的「專

題製作的思辨與表達」；助理教授葉乙璇與通識中心主任劉明香共同

演講「秀出你的專業力 -- 決勝簡報技巧」。這兩個講座不僅能提升口

語表達技巧，也可以加強簡報製作的能力，因此受到學生熱烈歡迎。

教授與校長 ( 左 )、汪冠宏主任 ( 右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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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銀鋒芒
縣長盃高爾夫球錦標賽

【進修部】進修部一年級建築科王忻彥，首

次代表學校參加 110 年花蓮縣「縣長盃」高爾夫

球錦標賽，榮獲校隊組銀牌及全國校隊組第六名

佳績，初試啼聲即以亮眼成績展現球技實力，期

望未來能夠更上層樓擊出自己的一片天。

忻彥於平和國中畢業，受到亞洲球后曾秀鳳賞識特別給與球技上

的指導。忻彥就讀進修部努力向學，人際關係良好，謙虛有禮。上午

於圖書館協助館務，下午進行高爾夫訓練，訓練結束返校後再至員生

社協助住宿生供餐事宜，在校作息充實。期望他能夠在未來成為臺灣

甚至世界高爾夫球界閃亮的一顆星。

運動賽事佳績
● 110 學年度花蓮縣縣長盃跆拳道錦標賽，感謝廖緗縈教練及顏祥玶教

練的指導。

1. 陳 皓 榮獲社團高中男子 54 公斤級 第二名

2. 王為宏 榮獲社會高中男子 68 公斤級 第二名

3. 花語葳 榮獲對練總統盃選拔高中女子組 第三名

4. 花語葳 榮獲對練青少年女子組第一名

5. 韓德君 榮獲品勢高中女子組 第三名

6. 韓德英 榮獲品勢高中女子黑帶一段組 第二名

7. 韓德英 榮獲對練青少年女子組 第三名

● 110 學年度花蓮縣 37 屆假日盃籃球錦標賽亞軍、高中男子組季軍 ! 感

謝汪源沛、金人望、溫仁皓三位教練犧牲假日及暑假指導學生。

獲獎學生：電三乙呂少棋、機三乙李峻愷、汽三甲尤耀祖、汽三甲高

正元、機三甲高昊恩、汽二甲徐育唯、汽二甲平島恩軒、汽二甲鄭詠

瀚、建二乙林憨少淇、圖二甲黃誠恩、圖二甲呂冠廷、汽一乙盧凱傑、

機電一蔡涵、資一甲吳伸航。

● 110 年度新北市菁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優異成績如下：

1. 王為宏 榮獲品勢個人高中男子三段 第二名

2. 王為宏 榮獲自由品勢個人男子 17 歲以上組 第一名

3. 陳 皓 榮獲高中社會黑帶男子組 54 公斤級 第一名

4. 花語葳 榮獲對練高中社會黑帶女子組 57 公斤 第三名

● 110學年度花蓮縣縣長盃高爾夫球錦標賽成績，感謝金良遠主任的指導。

1. 蕭嘉葳 榮獲高中男子組 第二名

2. 蔡喬宇 榮獲高中男子組 第三名

3. 黃劉泓義 榮獲高中男子組 第五名

自造實驗室
創意教案入選

【技教中心】本校自造實驗室投稿

110 年度教育部國教署自造實驗室教案

比賽，在 74 件教案中獲得評審青睞而

入選。

得獎的教案是：「智慧燈罩實作」與「錫鑄皮革鑰匙牌製作」。

「智慧燈罩實作」的設計來自建築科老師白雅心與製圖科老師高忠福，

發想的創意來自澳洲雪梨歌劇院的薄殼設計，可以當做夜燈來使用。

「錫鑄皮革鑰匙牌製作」的設計，來自製圖科高忠福老師與李逸

琪老師的創意，皮革的圖案是本校校徽，背後有「HUALIEN」的字樣。

兩件教案結合美學元素

與物聯網技術應用，可

以推行給電子科、電機

科、製圖科、資訊科、

建築科與機械科學生在

課堂上使用。

高材捷足
特殊選才錄取國立科大

【教務處】電機科蕭嘉葳與翁德明藉由特

殊專長，以正取第一名分別錄取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翁德明錄取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應用工程科技學士專班。在全國技

能競賽機器人北區競賽時拿過第一名，他感謝

導師蔡宗縉為他們開啟人生的一扇窗，以及指

導老師吳正旭的悉心教誨，才能讓自己擁有亮眼的成績與資歷。

蕭嘉葳錄取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他花了一年多

發明汽車煞車燈，可讓後方來車知道前方車子的煞車情形。這個發明

在全國發明展與世界發明展獲得金牌，更成功於台灣、日本、韓國、

中國、德國、泰國、美國申請發明專利。

高忠福老師（中）指導國中生製作錫鑄皮革鑰匙牌

白雅心老師（左三）帶領智慧燈罩實作

李逸琪老師（左）指導國中生製作

王忻彥揮桿身影

學生與導師蔡宗縉、校長合影

吳正旭老師指導
選手翁德明

蕭嘉葳美國專利證明文件

楊孟惠老師
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獎

【輔導室】本校楊孟惠老師榮獲 110 年教育

部友善校園獎，是全國唯一獲獎的高級中學傑出

輔導人員。楊老師在本校服務的 12 年歲月中，耐

心地陪伴學生走過青澀的成長期，善於找出學生

的亮點，努力為他們創造出各種發光的機會。在

同仁的眼中她是積極有活力的輔導老師；對學生而言，是一位親切的

大姊姊。

她期許學生們能以積極正向的方式面對升學的壓力與人生挑戰，秉

持著「把所有孩子帶上來」、「把不會的教會、把不好的教好」的理念，

讓每個孩子都能擁有被疼愛的機會，並且使學生帶著自信與勇氣面對生

命的挑戰。孟惠老師就像

是一顆小太陽，為需要的

同學指引方向；更是學生

心靈停泊的港口，為每一

位需要的孩子找到靠岸的

方法。

楊老師（右五）辦理鬱見幸福翻轉人生

孟惠老師感謝前輩及
同仁的提攜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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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活動報導

擁抱青春 ~ 許願光廊

輔導室於 110 年 12 月最後一周辦理

「擁抱青春 ~ 許願光廊」活動，邀請全

校同學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總結自

己今年的收穫，同時為寫下明年的成長

目標。

2021 年太平洋盃科技教育競賽
獲 3 銀 3 銅 3 佳作

【實習處】花蓮縣政府與花崗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科技教育

競賽，本校學生在創意創客組、物聯網創客組，共獲 9 獎項，35 位學

生得獎。

本校培育專業人才不遺餘力，不僅培育出拔尖的全國賽選手，更

以全面性、多元化的課程激盪學生們的創意思維，正好符應花蓮縣長

徐榛蔚重視智慧科技教育的理念，相信未來能夠栽培更多科技化的人

才。得獎名單如下：

◎ 創意創客組

獎項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銀牌
伍峻霆、林庭佑、李郡源

陳閻家睿、賴安柏
藍芽物聯網 -

窮人版語音控制智慧家電
王巧雲
蔡輝珍

銀牌 石宇辰、鄧昕瑜 體感輸入模擬器 郭德潤

銅牌
司立安、蔡繕禧
翁紹銘、李弘年

分時多工系統
控制單晶片模組

張世穎
吳建興

銅牌
陳曾義強、陳傳茗

羅元志、楊承浩、鄭明玄
多種語言教室

語音教學廣播系統
張勇富

佳作 陳浩平、黃品睿、饒愷書
IOS 介面控制

微型馬達驅動運用
張世穎
吳建興

佳作
姜緯宸、姜緯宸、黃昱嘉

胡崇恩、余冠賢
移位暫存器驅動單晶片模組之

運用 ─ 以萬向輪為例
張世穎
吳建興

◎ 物聯網創客組

獎項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銀牌 王震皓、黃俞仁、林競 門神防盜裝置 郭德潤

銅牌 范恩澤、白秉綸、傅學誠 WIFI 分析儀 郭德潤

佳作
黃品嘉、林沛宏、劉柏廷

鍾 、蔣次承
神奇的小窩 郭德潤

張耿榮董事長獎勵本校選手
與清寒優秀學生餐會

110 年工科技藝競賽落幕，本校榮獲 5 座金手 5 面優勝。鎮大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耿榮為了獎勵這些勤奮優秀的學生，特地返鄉

頒發獎助學金。此外，為了義助家境清寒且成績優異的學生們，也在

12 月 10 日中午於富野酒店辦理感恩餐會。

鎮大實業公司董事長張耿榮是雲林人，他到臺北市創業有成，

因緣際會與本校結緣。今年張耿榮董事長對於每位得獎的學生都頒發

5000 元獎勵金，共發給 10 位學生，使這些在全國賽得獎的學生們得到

很大的鼓勵。

多元課程及職涯體驗活動

110 學年辦理一系列多元課程及職涯體驗活動，帶領學生進行職涯

探索：110 年 12 月 7 日傑克氣球的「氣球創意造型」課程；12 月 14 日

吳懷瑜老師教導「手縫筷套」； 12 月 21 日則由輔導室帶領學生進行職

涯探索活動，上午楊孟惠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我的履歷」活動，加深

自我的了解，以連接職業世界，下午輔導室帶領學生參訪「垂涎手作

烘焙」並進行操作，親身體驗職

場工作現況。

111 年 3 月 24 日黃玄智主任

屌生活科學課程，教導手工皂製

作；3 月 31 日由木子家咖啡師張

宇廷老師教導學生體驗手沖咖啡

的魅力；4 月 7 日上午由李正婷老

師帶領學生進行我的職業興趣測

驗，下午輔導室老師帶領這群學

生到義式屋古拉爵餐廳，體驗飲

料調製及餐點製作。希望讓學生

感受到「只要願意，每個人都能

好好地完成一件事情」，並協助

生涯未定向的學生找到自己的學

習興趣以及職涯發展方向。

家長成長工作坊

3 月 19 日辦理「親子溝通不設限，青春不迷惘─家長成長工作

坊」，由展愛諮商所所長戴佑真心理師與家長們分享青少年網路成癮

行為背後的社會心理因素，一起討論 3C 網路的教養問題，並演練親子

溝通技巧。

輔導室志工邀你向憂鬱說 NO

3 月 21 日辦理「校園憂鬱症防治宣導暨海報宣導展」，輔導室志

工們上學期即進行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課程學習，了解憂鬱症的起因、

預防與治療，籌畫海報展內容；到下學期陸續製作出多張海報，進行

海報展區的布置，鼓勵同學們參加憂鬱症防治線上有獎徵答。

王巧雲老師與學生會場準備 銀牌頒獎合影 本校得獎學生與指導老師合影

校長 ( 右四 ) 與董事長張耿榮 ( 右五 ) 頒發獎勵金給技藝競賽得獎選手

同學思考努力的方向

製作糖霜餅乾，發揮創新藝術創作

家長專注聆聽講師分享

製作憂鬱防治宣導海報

寫好的明信片可獲得一杯爆米花

感受職場的工作態度

帶領家長體驗壓力下溝通應對姿態

完成海報展的布置，邀請大家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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