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106 年體育得獎紀錄
106.7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 2017 臺北世大運游泳測試賽 50 公尺蛙式第七名
106.7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全國北區（2）分齡游泳錦標賽 18 歲以上 50 公尺蛙式第一名、50 公尺蝶式第
五名、100 公尺蛙式第一名
106.8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 106 年世清海洋盃全國夏季分齡游泳錦標賽 16-18 歲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第三
名、50 公尺蝶式第五名、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三名、2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四名
106.9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高雄市議會 106 年議長盃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榮獲 18 歲以上男子組 50 公尺蛙
式第二名、50 公尺蝶式第四名、100 公尺蛙式第六名
106.9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6 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籃球區域性對抗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冠軍
106.9 女子籃球 B 隊參加 106 年度大安文山區高中職校際體育交流籃球賽榮獲女子組第一名
106.9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2017 海峽盃籃球邀請賽-臺北站榮獲高中女子組優勝
106.9 綜二義沈佑儒、陳煒璋參加 2017 年亞洲青少年毽球賽榮獲甲組男子雙打第二名
106.9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參加 2017 年亞洲青少年毽球賽榮獲甲組女子雙打第三名

106.9 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沈佑儒參加 2017 年亞洲青少年毽球賽榮獲甲組男子團隊賽 B
組第二名
106.9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參加 2017 年亞洲青少年毽球賽榮獲甲組女子團隊賽 A 組第三名

106.9 綜二義蔡京典參加 2017 年亞洲青少年毽球賽混合團體接力計次賽第三名
106.9 綜三義王彥凱、綜二義蔡京典、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友誼盃毽球錦標
賽榮獲公開男子組團隊賽冠軍
106.9 綜二義陳煒璋參加全國友誼賽毽球錦標賽榮獲公開男子組團隊賽季軍
106.9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黃

歆、郭怡君參加全國友誼賽毽球錦標賽榮獲公開女子

組團隊賽冠軍
106.10 綜三義陳映睿、綜二義沈佑儒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青年男子組雙打
季軍
106.10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青年女子組雙打亞軍

106.10 設三信徐睫儀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青年女子組雙打季軍
106.10 綜三義王彥凱、綜二義蔡京典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男子組雙打
冠軍
106.10 綜二義陳煒璋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男子組雙打第五名
106.10 綜三義范振暐、綜一義張彤綸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男子組雙打
第五名
106.10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女子組雙打
亞軍

106.10 綜三義王彥凱、綜二義沈佑儒、陳煒璋、蔡京典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
獲社會男子組三人制團隊賽冠軍
106.10 綜三義范振暐、陳映睿、綜一義張彤綸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男
子組三人制團隊賽第五名
106.10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設三信徐睫儀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女

子組三人制團隊賽冠軍
106.10 綜三義張芯寧、設二信蔡俞庭、綜一義張婷雅、餐一信張

彤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

毽球錦標賽榮獲社會女子組三人制團隊賽亞軍
106.10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6 年臺北市原住民盃女子籃球榮獲邀請賽高中女子組冠軍
106.10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2017 海峽盃籃球邀請賽-上海站榮獲高中女子組優勝
106.10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 2017 年第四屆運博分齡游泳錦標賽 50 公尺蛙式第一名、50 公尺蝶
式第二名
106.10 綜三義閻冠霖參加 2017 全國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暨新北城市盃游泳賽 50 公尺蛙式第一
名破大會記錄、50 公尺蝶式第六名
106.11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榮獲高女甲級第二名
106.11 男子籃球 A 隊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榮獲高男乙級第三名
106.11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2017 高雄市姥姥盃全國籃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殿軍
106.11 餐一勤陳英清、陳英明參加 106 學年度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甲類公開男子組扯鈴雙
人賽冠軍！
106.11 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賽榮獲高
中男子組三人賽第二名
106.11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黃

歆、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

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三人賽第二名
106.11 設三信徐睫儀、設二信蔡俞庭、餐一信張

彤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

賽榮獲高中女子組三人賽第五名
106.11 綜三義陳映睿、綜二義沈佑儒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
組二人賽第三名
106.11 綜三義張芯寧、設三信徐睫儀、設二信蔡俞庭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
賽榮獲高中女子組二人賽第二名
106.11 綜一義張婷雅、黃

歆、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

子組二人賽第三名
106.11 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
毽雙人對抗賽冠軍

106.11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高中女
子組踢毽雙人對抗賽冠軍
106.11 綜一義黃

歆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

對抗賽亞軍
106.11 綜一義郭怡君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
對抗賽亞軍
106.11 綜二義陳煒璋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一名
106.11 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二名
106.11 綜三義王彥凱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三名
106.11 綜二義蔡京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四名
106.11 綜三義陳映睿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五名
106.11 綜二義沈佑儒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六名
106.11 綜三義張芯寧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一名
106.11 綜一義黃

歆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四名
106.11 綜一義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對
抗賽第七名
106.11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榮獲高中女子

組冠軍
106.11 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綜一義 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
賽榮獲高中男子組冠軍
106.11 綜三義陳映睿、范振暐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綜一義張彤綸參加民中華國 106 年全國
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高中男子組計次賽冠軍
106.11 綜二義陳煒璋、蔡京典、綜一義張彤綸參加 2017 年亞洲毽球邀請賽榮獲男子組團隊賽
殿軍
106.11 綜三義范振暐 陳映睿 綜二義 沈佑儒 參加 2017 年亞洲毽球邀請賽榮獲男子組團隊賽

第五名
106.11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黃

歆參加 2017 年亞洲毽球邀請賽榮獲女子組團隊賽

季軍
106.12 綜三義陳映睿、綜二義沈佑儒、蔡京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
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團隊賽冠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范振暐、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
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團隊賽亞軍
106.12 綜三義范振暐、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
類高中男子組雙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綜二義蔡京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
類高中男子組雙打亞軍
106.12 綜三義陳映睿、綜二義沈佑儒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
類高中男子組雙打季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范振暐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亞軍
106.12 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第五名
106.12 綜三義陳映睿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第六名
106.12 綜二義沈佑儒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第七名
106.12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
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女子組團隊賽冠軍
106.12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
類高中女子組雙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張芯寧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冠軍
106.12 綜一義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季軍
106.12 綜一義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殿軍

106.12 綜三義陳映睿、張芯寧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高中
組混合雙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范振暐、綜一義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
球類高中組混合雙打亞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綜一義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
高中組混合雙打季軍
106.12 綜二義陳煒璋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公開男子組
雙打冠軍
106.12 綜二義陳煒璋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國際毽球類公開組混合
雙打亞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綜二義蔡京典、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
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男子組團隊賽冠軍
106.12 綜三義陳映睿、范振暐、綜二義沈佑儒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
台式毽球類高中男子組團隊賽亞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
類高中男子組雙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 陳映睿 范振暐 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
中男子組雙打亞軍
106.12 綜三義王彥凱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冠軍
106.12 綜一義張彤綸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亞軍
106.12 綜三義范振暐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男子組
單打殿軍
106.12 綜三義張芯寧、設三信徐睫儀、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
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女子組團隊賽冠軍
106.12 綜一義黃

歆、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

女子組雙打冠軍
106.12 綜三義張芯寧、綜一義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
類高中女子組雙打亞軍
106.12 綜一義郭怡君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冠軍
106.12 綜一義黃

歆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亞軍
106.12 綜一義張婷雅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總統盃毽球錦標賽榮獲台式毽球類高中女子組
單打殿軍
106.12 餐一勤陳英清、陳英明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榮獲扯鈴高中組雙人
賽男子組特優
106.12 餐一勤陳英清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榮獲扯鈴高中組個人賽舞台
賽男子組甲等
106.12 綜高三義閻冠霖參加 2017 新運盃游泳錦標賽榮獲 17 歲以上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第三名
107.3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6 學年度高中籃球聯賽甲級榮獲季軍
107.3 合球隊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合球錦標賽榮獲青年組第二名
107.3 餐一勤陳英清、陳英明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扯鈴甲類
公開男子組雙人賽第一名
107.3 餐一勤陳英明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扯鈴甲類公開男子組個
人賽第二名
107.3 綜一義 黄歆 綜三義 張芯寧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雙
打冠軍
107.3 綜一義 張婷雅 郭怡君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雙打亞
軍
107.3 綜二義 沈佑儒 綜三義 陳映睿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雙打冠軍
107.3 綜一義 郭怡君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單打冠軍
107.3 綜一義 黄歆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單打殿軍
107.3 綜三義 范振暐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單打季軍
107.3 綜一義 張婷雅 黄歆 郭怡君 綜三義 張芯寧 設三信 徐睫儀參加 107 年教育盃毽球錦
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團隊賽冠軍
107.3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二義 陳煒璋 蔡京典 綜三義 王彥凱 范振暐 陳映睿 參加 107 年教
育盃毽球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團隊賽冠軍
107.4 綜一義 郭亭妤 綜三義 張芯寧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台北市青年盃藤球錦標賽獲高中女
子組二人賽第一名
107.4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二義 蔡京典 陳煒璋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台北市青年盃藤球錦標賽
獲高中男子組二人賽第三名
107.4 綜三義 陳映睿 范振暐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台北市青年盃藤球錦標賽獲社會男子組第
二人賽第二名

107.4 綜二義 沈佑儒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台北市青年盃藤球錦標賽獲社會男子組第二人賽第
三名
107.4 綜一義 張婷雅 郭怡君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組
女子雙打對抗賽踢毽第二名
107.4 綜一義 張彤綸 陳煒璋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組
男子雙打對抗賽踢毽第一名
107.4 綜一義 張婷雅 黃歆 郭怡君 張彤綸 張彤 綜二義 沈佑儒 陳煒璋 蔡京典 綜三義 張
芯寧 王彥凱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組計次賽踢毽
優勝
107.4 綜一義 黃歆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組女子個人對
抗賽踢毽第三名
107.4 綜二義 蔡京典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組男子個人
對抗賽踢毽第二名
107.4 綜一信 游雅惠 周思紜 綜一義 張婷雅 黃歆 郭怡君 郭亭妤 王珮柔 劉芷廷 餐一勤
林妤庭 餐一信 張彤 綜三義 張芯寧 涂筵筠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
錦標賽獲甲類公開女子限時計次團體賽跳繩冠軍
107.4 綜一義 張彤綸 蔡京承 餐一勤 陳英明 綜二義 陳煒璋 沈佑儒 蔡京典 綜三義 范振
暐 陳映睿 王彥凱 參加中華民國 107 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公開團體限
時計次賽跳繩優勝
107.4 綜三義 張芯寧 設三信 徐睫儀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雙打亞軍
107.4 綜一義 張婷雅 黃歆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雙打季軍
107.4 綜一義 黃歆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單打季軍
107.4 綜三義 張芯寧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單打第五名
107.4 綜一義 張婷雅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單打第六名
107.4 綜一義 張婷雅 黄歆 郭怡君 郭亭妤 綜三義 張芯寧 設三信 徐睫儀參加 107 年會長盃
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團隊賽冠軍
107.4 綜二義 陳煒璋 綜一義 張彤綸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雙打亞軍
107.4 綜二義 蔡京典 綜三義 王彥凱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雙打季軍
107.4 綜三義 陳映睿 范振暐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雙打第五名
107.4 綜三義 王彥凱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單打冠軍
107.4 綜三義 范振暐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單打第五名
107.4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二義 蔡京典 綜三義 王彥凱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
子組團隊賽亞軍

107.4 綜二義 沈佑儒 綜三義 陳映睿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團隊賽第五
名
107.4 綜二義 陳煒璋 綜三義 范振暐 參加 107 年會長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團隊賽第六
名
107.5 綜一信 游雅惠 周思紜 綜一義 張婷雅 黃歆 郭怡君 郭亭妤 王珮柔 劉芷廷 餐一勤
林妤庭 餐一信 張彤 綜三義 張芯寧 涂筵筠 設三信 徐睫儀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
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甲類高中女子限時計次團體賽跳繩亞軍
107.5 綜一義 黃歆 郭怡君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
乙類高中女子雙人對抗賽踢毽第二名
107.5 綜一義 張婷雅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高
中女子個人對抗賽踢毽第三名
107.5 綜一義 郭亭妤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高
中女子個人對抗賽踢毽第四名
107.5 綜二義 陳煒璋 蔡京典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
獲乙類高中男子雙人對抗賽踢毽第三名
107.5 綜一義 張彤綸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高
中男子個人對抗賽踢毽第一名
107.5 綜二義 沈佑儒 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民俗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乙類高
中男子個人對抗賽踢毽第二名
107.5 綜一義 張婷雅 郭怡君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社會女子組雙打季軍
107.5 綜一義 張婷雅 黃歆 郭怡君 郭亭妤 王珮柔 劉芷廷 綜三義 張芯寧 設三信 徐睫儀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五人制團隊賽冠軍
107.5 綜一義 黃歆 郭怡君 郭亭妤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國際毽
球三人賽冠軍
107.5 綜一義 張婷雅 綜三義 張芯寧 設三信 徐睫儀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
公開女子組國際毽球三人賽亞軍
107.5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三義 王彥凱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社會男子組雙打
亞軍
107.5 綜三義 王彥凱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五人制團隊賽冠軍
107.5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二義 沈佑儒 陳煒璋 蔡京典 綜三義 范振暐 陳映睿 參加 107 年臺
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五人制團隊賽亞軍
107.5 綜二義 沈佑儒 蔡京典 綜三義 陳映睿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
子組國際毽球三人賽季軍

107.5 綜一義 張彤綸 綜三義 王彥凱 范振暐 參加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
子組國際毽球三人賽殿軍
107.6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7 嘉義縣配天宮聖母暨議長盃國際籃球錦標賽榮獲第四名
107.7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2018 海峽盃籃球邀請賽榮獲女子組冠軍
107.9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7 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籃球區域性對抗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季軍
107.9 綜一義 范可芸參加 107 年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15&16 歲女子組 50 公尺蛙式第六名
107.9 綜一義 范可芸參加 107 年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15&16 歲女子組 50 公尺蝶式第四名
107.9 綜三義 蔡京典 陳煒璋 綜二義 張彤綸 參加 107 年國民體育日友誼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
三人制團隊賽 亞軍
107.9 綜三義 沈佑儒 綜一義 范宇宏 陳禹翔 參加 107 年國民體育日友誼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子組
三人制團隊賽 季軍
107.9 綜二義 黃歆 張婷雅 綜一義 林采穎 參加 107 年國民體育日友誼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 三
人制團隊賽 亞軍
107.9 綜二義 郭怡君 郭亭妤 綜一義 王湛閑 參加 107 年國民體育日友誼盃毽球錦標賽獲公開女子組
三人制團隊賽 殿軍
107.10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7 年臺北市中正盃全國籃球錦標賽榮獲青年女子組第五名
107.11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榮獲高女甲級第一名
107.11 女教職員隊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榮獲女教職員第一名
107.11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2018 年陽明盃籃球邀請賽榮獲第五名
107.11 綜一信 王煜翔參加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航一信 柏安參加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資一信 葉承志參加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綜三信 吳宗瀚參加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航二信 倪韋葦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綜三信 林柏宇景文科技大學電競盟校盃-英雄聯盟榮獲第三名
107.11 綜三義 沈佑儒 綜一義 范宇宏 陳禹翔 參加 107 學年度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二
人賽第一名
107.11 綜二義 張彤綸 綜一義 范宇宏 陳禹翔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
組踢毽雙人對抗賽第一名
107.11 綜三義 沈佑儒 蔡京典 陳煒璋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踢毽
雙人對抗賽第二名
107.11 綜二義 黃歆 綜一義 林采穎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踢毽雙
人對抗賽第一名

107.11 綜二義 張婷雅 綜一義 王湛閑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踢毽
雙人對抗賽第二名
107.11 綜一義 陳禹翔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抗賽第一
名
107.11 綜二義 張彤綸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踢毽個人對抗賽第三
名
107.11 綜一義 王湛閑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對抗賽第一
名
107.11 綜二義 黃歆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踢毽個人對抗賽第三名
107.11 綜三義 沈佑儒 蔡京典 陳煒璋 胡孝彰 簡俊傑 高啟暘 綜二義 張彤綸 蔡京承 綜一義 范宇
宏 陳禹翔 吳兆佑 餐一勤 嚴嘉宏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跳
繩團體限時計次賽第一名
107.11 綜三義 沈佑儒 蔡京典 陳煒璋 胡孝彰 簡俊傑 高啟暘 綜二義 張彤綸 蔡京承 綜一義 范宇
宏 陳禹翔 吳兆佑 餐一勤 嚴嘉宏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男子組跳
繩團體不限時計次賽第一名
107.11 餐三愛 程怡玲 綜二義 黃歆 張婷雅 郭亭妤 劉芷廷 王珮柔 餐二信 張彤 綜一義 林采穎 王
湛閑 賀郁婷 林芃萱 李宛蓁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跳繩團
體限時計次賽第一名
107.11 餐三愛 程怡玲 綜二義 黃歆 張婷雅 郭亭妤 劉芷廷 王珮柔 餐二信 張彤 綜一義 林采穎 王
湛閑 賀郁婷 林芃萱 李宛蓁 參加 107 學年度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獲高中女子組跳繩團
體不限時計次賽第一名
108.1 綜一義 范可芸 參加 107 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會游泳 50 公尺蛙式第三名、100 公尺蛙式
第四名
108.2 女子籃球 A 隊參加 107 學年度高中籃球聯賽甲級榮獲第八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