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歐亞語文學院學生競賽獲獎情形一覽表 

(110.07.06行政會議業務報告版) 

編號 系所別 競賽名稱 日期 得獎成果 

1.  法國語文系 
2020 高科盃日語導覽

競賽 
109.10.29 (1) 高中職組第一名：XF2A陳妤瑄 

2.  法國語文系 
2020 文藻盃法語朗讀

暨演講比賽 
109.11.21 

(2) 朗讀比賽第一名：UF2A李沛霖 

(3) 朗讀比賽第二名：UF2A郭本愛 

(4) 朗讀比賽第三名：UF1B林佳臻 

(5) 演講比賽第三名：XF5A朱津伶 

3.  法國語文系 

2020 文化盃國際標準

舞全國公開賽暨中華

舞總全國積分排名賽

第 9站 

109.12.06 
(6) 業餘新秀組拉丁舞第一名：

XF3A鄭玉歆 

4.  法國語文系 

法語國際競賽-台灣大

專院校法語朗誦、辯

論、演講比賽 

109.12.19 (7) 辦論組第二名：XF5A陳文瑾 

5.  法國語文系 
2021第 18屆法語歌唱

大賽 
110.03.13 

(8) 個人組第二名：UF2A賴翎綺 

(9) 個人組第三名：XF2A 莊渝 

(10) 團體組第一名：XF4A蔡立琦、

XF4A黃月虹 

(11) 團體組第二名：UF1A張念希、

UF1B黃于晉 

(12) 團體組第三名：XF3A蔡家宏、

XF3A劉育合 

6.  法國語文系 
2021 全國法語歌唱大

賽-決賽 
110.03.21 

(13) 團體組第一名：XF4A蔡立琦、

XF4A黃月虹 

7.  法國語文系 法語戲劇比賽 110.04.28 

(14) 第一名：XF2A 

(15) 第二名：UF2A 

(16) 最佳演員：UF2A林上人、XF2A

郭彥呈 

8.  德國語文系 
2020第 17屆台積電青

年學生文學獎 
109.07.19 (17) 短篇小說首獎：XG1A 陳心容 

9.  德國語文系 

2020年「詹氏盃無毒最

強乙組拳擊年度積分

排名賽」 

109.10.03 (18) 第三名：UG4A 張榮恩 

10.  德國語文系 
全國性競賽-格林童話

創意短片 
109.11.16 (19) 第二名：XG2B 郭奕儀、吳依安 



編號 系所別 競賽名稱 日期 得獎成果 

11.  德國語文系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文以載數創作

獎」 

109.11.20 

(20) 技專校院組詩歌類  佳作：

XG2A陳芝錡、XG2A葉又寧、

XG2B楊宗璟 

12.  德國語文系 
109學年度「文藻短講

擂台」 
109.12.02 (21) 第一名：UG4B 俞乃心 

13.  德國語文系 

德國康斯坦茨應用科

技大學「雙聯學制」品

學兼優獎 

109.12.09 
(22)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獎學金：YG4A 賴玉慈 

14.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運動會 110.04.01 (23) 精神錦標特色獎 

15.  德國語文系 
109學年度文藻優秀青

年 
110.04.01 

(24) 文藻優秀青年：XG5A 李潔、

XG5A許芳綺、XG5A陳姿涵 

16.  德國語文系 
第 21 屆保德信青少年

志工菁英獎 
110.04.16 (25) 奉獻獎：XG3A沈旻潔 

17.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主題簡報比賽(第一

組) 

110.05.02 (26) 第三名：XG2A周妍庭 

18.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演講比賽(第一組) 
110.05.02 (27) 第三名：XG3A黃晴茵 

19.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演講比賽(第二組) 
110.05.02 (28) 第一名：UG3A凃芸瑜 

20.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演講比賽(第二組) 
110.05.02 (29) 第二名：XG4A劉品慧 

21.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作文比賽(第一組) 
110.05.02 (30) 第一名：XG4A朱福祥 

22.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德

語作文比賽(第二組) 
110.05.02 (31) 第二名：XG5A陳映潔 

23.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男

子籃球比賽 
110.05.02 

(32) 第一名：德文系男籃隊員(李東

勵、李爾捷、陳煜濬、葉千、鄧

皓鴻、張鈞毓、王宣悅、熊作枋、

焦譽、丁肇康、高迺軒) 

24.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女

子籃球比賽 
110.05.02 

(33) 第三名：德文系女籃隊員(張簡

亦君、林湘涵、莊詠婷、張莉婷、

童雲懷、洪妤瑩、舒薰儀、陳雅

雯、陳品亘、郭宇寧、洪瑋唯) 

25.  德國語文系 
第 38屆全國萊茵盃-混

合排球比賽 
110.05.02 

(34) 第三名：德文系排球隊員(白宗

翰、黃琦芳、劉欣禹、康芝紜、

陳渝婷、徐揮凱、黃子恩、曹景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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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班牙語文系 
2020 第十七屆台積電

青年學生文學獎 
109.07.19 (35) 散文優勝獎：XS4A張嘉恬 

27.  西班牙語文系 
109學年度系際盃球類

比賽 

109.10.1-

10.31 
(36) 籃球賽冠軍 

28.  西班牙語文系 文藻盃西語競賽 109.11.21 

(37) 初級朗讀第二名：XS2A陳彥碩  

(38) 初級朗讀第三名：US2B阮怡瑄  

(39) 中級朗讀第一名：XS4A張嘉恬   

(40) 中級朗讀第二名：US3B丘玥     

(41) 中級朗讀第三名：XS3A林佳妤   

(42) 西語流行歌唱第一名：US2B賴

暐庭 

(43) 西語流行歌唱第二名：US2B羅

語涵 

(44) 西語流行歌唱第三名：XS3A劉

歆芸  

(45) 寫作第二名：US2B劉昀柔  

(46) 寫作第三名：US2B曾鉅愷 

29.  西班牙語文系 第 38屆運動會 110.04.01 (47) 專科部精神總錦標 

30.  西班牙語文系 第 38屆運動會 110.04.01 (48) 精神錦標特色獎 

31.  日本語文系 
2020年第 11屆文藻盃

全國高中職朗讀比賽 
109.10.24 (49) 主修組第一名：XJ3A張尹榕 

32.  日本語文系 

2020 年全國技專校院

暨技術型高中職組日

語朗讀比賽 

109.11.19 
(50) 大專組特優（第四名）：YJ3A曾

向妘 

33.  日本語文系 

2020 韓國文化日活動-

韓語演講比賽(全國性

競賽) 

109.11.21 
(51) 鼓勵賞：UJ4A陳曉琳 

(52) 鼓勵賞：UJ4B許家蓁 

34.  日本語文系 
第二屆文藻圖書館盃

多國語朗讀比賽 
109.11.23 

(53) 日語組第一名：UJ2A李珣輔 

(54) 日語組第三名：YJ4A林怡臻 

35.  日本語文系 

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2020 年全國大學校院

日語演講比賽 

109.11.28 (55) 第一名：YJ4A蔡知穎 

36.  日本語文系 

2020 年第七屆艾杰旭

（AGC）日語簡報比賽

(全國性競賽) 

109.12.11 (56) 優勝：YJ3A石佩儀 

37.  日本語文系 
第三十屆日本航空盃

南部地區演講比賽 
109.12.12 

(57) 亞軍：YJ3A 黃筱淇 

(58) 季軍：YJ3A趙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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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日本語文系 
2021 年全國日本語辯

論錦標賽 
110.05.01 (59) 團體第四名 

39.  日本語文系 
2021年第 14屆全國大

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110.05.07 (60) 團體第五名 

40.  東南亞學系 
110年東南亞語言即席

演講競賽 
110.3.20 

(61) 印尼語組銀牌獎：USEA1 顧皓

宇 

(62) 越南語組佳作獎：林欣鍇

USEA2 

41.  歐洲研究所 

2021 黑客松 ZERO 

HUNGER 技職盃全國

大賽（南區分區賽） 

110.4.24-

110.4.25 
(63) 佳作：MEUR1A曾玟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