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成績 

彩妝王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競賽獎項 組別 名次 

二重國中 李○萱 劉○文 彩妝王 個人組 第一名 

三峽國中 陳○予 翁○伶 彩妝王 個人組 第二名 

三峽國中 戴○妤 翁○伶 彩妝王 個人組 第三名 

三芝國中 沈○庭 石○榛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正德國中 莊○貞 石○榛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忠孝國中 邱○齊 李○君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八里國中 王○綺 謝○如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三民國中 陳○琦 湯○珍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三峽國中 陳○瑜 翁○伶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莊○琳 蔡○娟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二重國中 李○揚 劉○文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簡○璇 蔡○娟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廖○棻 王○陸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陳○菱 蕭○妏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高○媗 高○娟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蘆洲國中 陳○甄 王○玲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三民國中 陳○錚 洪○婷 彩妝王 個人組 佳作 

 



第二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成績 

托盤王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競賽獎項 組別 名次 

新莊國中 陳○汝、趙○訢、江○芬 藍○志 托盤王 團體組 第一名 

新泰國中 林○廷、陳○翰、李○哲 黃○亭 托盤王 團體組 第二名 

義學國中 林○岫、陳○琳、余○霖 蔡○玲 托盤王 團體組 第三名 

新莊國中 吳○沅、詹○淳、林○妘 藍○志 托盤王 團體組 佳作 

義學國中 林○涵、吳○淳、楊○嫺 蔡○玲 托盤王 團體組 佳作 

新莊國中 陳○柔、許○珮、楊○豪 蔡○怡 托盤王 團體組 佳作 

蘆洲國中 葉○伶、蕭○君、黃○霖 陳○州 托盤王 團體組 佳作 

三和國中 尤○吟 胡○惠 托盤王   最佳儀態獎 

光榮國中 雷○華 劉○偉 托盤王   最佳儀態獎 

新莊國中 陳○柔 蔡○怡 托盤王   最佳儀態獎 

 

  



第二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成績 

快打王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競賽獎項 組別 名次 

正德國中 石○軒 葉○佑 快打王 個人組 第一名 

二重國中 鄭○晴 劉○文 快打王 個人組 第二名 

正德國中 潘○宜 葉○佑 快打王 個人組 第三名 

三民國中 林○淇 張○雲 快打王 個人組 佳作 

光榮國中 黃○淳 劉○瑋 快打王 個人組 佳作 

碧華國中 黃○君 常○翔 快打王 個人組 佳作 

光榮國中 莊○君 劉○瑋 快打王 個人組 佳作 

三重國中 徐○暄 李○儀 快打王 個人組 佳作 

 

  



第二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成績 

烘焙王 A組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競賽獎項 組別 名次 

二重國中 黃○君、顏○庭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一名 

二重國中 陳○、林○歆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二名 

正德國中 盧○兒、楊○淳 林○輝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三名 

三重國中 孔○恩、張○喬 周○雰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新莊國中 吳○珊、楊○涵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二重國中 黃○捷、林○菱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正德國中 林○伶、林○曦 林○輝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光榮國中 張○涵、楊○婷 劉○瑋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明志國中 孫○臨、高○綾 李○祺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二重國中 曹○珊、蔡○均 劉○文、張○青 烘焙王 團體組 最佳創意獎 

二重國中 林○伶、宋○庭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最具潛力獎 

 

  



第二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成績 

烘焙王 B組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競賽獎項 組別 名次 

二重國中 洪○雯、吳○穎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一名 

鷺江國中 楊○寧、蔡○甯 吳○玲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二名 

新莊國中 洪○容、謝○緯   烘焙王 團體組 第三名 

鷺江國中 葉○彤、周○佑 吳○玲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二重國中 陳○璇、陳○韻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新莊國中 吳○諭、程○瑄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鷺江國中 王○涵、林○廷 吳○玲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鷺江國中 蕭○伶、易○芳 吳○玲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新莊國中 李○麗、吳○菱 陳○淑 烘焙王 團體組 佳作 

二重國中 高○翰、游○毅 劉○文 烘焙王 團體組 最佳創意獎 

鷺江國中 陳○凱、鄭○育 吳○玲 烘焙王 團體組 最具潛力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