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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系所別 競賽名稱 日期 得獎成果 

1.  法國語文系 中法比瑞獎學金 
110.09.25-

110.10.31 

1. UF2B：林佳臻 

2. UF3A：李沛霖 

3. UF4B：曾家緯 

2.  法國語文系 
2021 文藻盃全國法語

朗讀暨演講比賽 
110.11.15 

4. 朗讀進階組第一名：UF2A 

簡珮伃 

5. 朗讀進階組第二名：UF2B 張

念希 

3.  法國語文系 
2021 臺法奇遇記-跨

文化影片競賽 
110.11.15 6. 佳作：UF2B 張念希、黃于晉 

4.  法國語文系 

2022 全球法語月第 19

屆全球法語歌唱大賽-

南區複賽 

111.03.12 

個人組： 

7. 第一名：XF4A 鄭玉歆 

8. 佳作：XF5A 林子涵、XF2A

方嬿蓉、XF5A 蔡立琦 

團體組： 

9. 第一名：XF1A 陳俞、羅琇宣 

10. 第二名：XF1A 吳宜庭、邱喜

約 

11. 佳作：XF1A 王綺、白庭瑜、

周佑庭、蘇采妍 

5.  法國語文系 

2022 全球法語月第 19

屆全球法語歌唱大賽-

全國決賽 

111.03.20 

團體組： 

12. 第二名：XF1A 陳俞、羅琇宣 

13. 第三名：XF1A 吳宜庭、邱喜

約 

6.  法國語文系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 
111.05.11 

武術散手 52 公斤級 

14. 第四名： PF2 湯絢粸 

7.  法國語文系 2022 黑客松技職盃全

國大賽 
111.05.28 

15. 南區區賽佳作：XF5A 陳昱

君 

8.  法國語文系 亞州城市的歐洲意象

攝影比賽 
111.06.22 

高中組 

16. 第一名：XF1A 林昀蓁 

17. 第三名：XF3A 朱韋翔 

大專組 

18. 第二名：UF2A 陳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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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三名：XF4A 王傳秀 

9.  德國語文系 
2021 年文藻盃德語朗

讀短片競賽 
110.11.15 

20. 第三名：UG4A 凃芸瑜 

21. 佳作：UG2A 陳冠妤、王琳瑄 

10.  德國語文系 
2021 農村駐地記者培

育-老照片說故事競賽 
110.11.30 22. 佳作：XG5A 林約慈 

11.  德國語文系 

2021 全國創心•創新•

創薪青年夢想實踐家

競賽 

110.12.18 
23. 佳作：UG4B 張淨霈、陳沛

祺、林泊彤、顏珮淳 

12.  德國語文系 
110 學年度文藻優秀

青年 
111.01.06 

24. UG4A 白茗涵 

25. XG5A 陳苡禎 

13.  德國語文系 

文藻外語大學「109-2

學期課外活動表現績

優獎學金」 

111.01.010 
26. XG5A 朱福祥 

27. UG3A 黃婕昕 

14.  德國語文系 2022 文藻德語盃 111.03.30 

28. 演講(第一組)  

第一名：XG3A 蘇玫蓁 

第二名：XG4A 鄭榆柔 

第三名：XG3B 吳依安 

演講(第二組)  

第一名：XG5A 朱福祥 

第二名：XG3A 陳心容 

第三名：XG3B 蔡宜融 

29. 作文(第一組) 

第一名：XE4A 林宗哲 

第二名：UG3A 戴子晴 

第三名：XG3A 黃塏晴 

作文(第二組) 

第一名：XG5A 朱福祥 

第二名：UG3A 許博涵 

第三名：XG4A 沈旻潔 

30. 簡報(第一組) 

第一名：XG2A 陳恩亞 

第二名：UG2B 李珮瑄 

第三名：UG2A 劉庭諾 

簡報(第二組) 

第一名：UG1A 黃禹睿 

第二名：XG2A 黃姿妍 

第三名：UG2A 潘禹婷 

31. 知識王(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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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XG1A 

知識王(第二組) 

第一名：UG2A 

第二名：XG3A 

第三名：XG3B 

15.  德國語文系 
2021 TBSA 全國大專

創新企劃競賽 
111.05.18 

32. UG4B 陳渝婷/特優 

33. UG4B 謝銘軒/佳作 

34. UG4B 游雅涵/佳作 

16.  西班牙語文系 2021 文藻盃西語競賽 110.12.04 

35. 演講比賽：第一名(XS5A 張

嘉恬) 

36. 演講比賽：第二名(US3B 林

顁瀚) 

37. 演講比賽：第三名(US3B 周

宏樺) 

38. 西語流行歌唱比賽：第一名

(US3A 蔡玉芳) 

39. 西語流行歌唱比賽：第二名

(US3B 賴暐庭) 

40. 西語流行歌唱比賽：第三名

(US3B 羅語涵) 

41. 寫作比賽：第二名(US3B 周

宏樺) 

17.  西班牙語文系 

110 學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文以載數創作

獎」比賽 

 
42. 技專校院組散文類：佳作

(XS1A 張伊嬋) 

18.  日本語文系 
第 12 屆文藻盃全國高

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110.10.23 

43. XJ3A 鄧可心(主修日文組第

二名) 

19.  日本語文系 
2021 高科盃日語導覽

競賽 
110.11.18 

44. UJ4B 許筑瑄 (大專組第二

名) 

45. UJ4B 陳玟心 (大專組第二

名) 

20.  日本語文系 

第三十一屆日本航空

盃南部地區日語演講

比賽 

110.12.12 46. YJ3A 黃瑞廷(優勝) 

21.  日本語文系 
111 年高雄市優秀青

年表揚大會 
111.3.27 47. UJ4B 許筑瑄(大專優秀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