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有多大

就能飛多遠

文華．夢想起飛
恭喜你在 111 學年度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脫穎而出，並將本校列為你的首選。感謝你對本校辦學成果
及歷年畢業校友表現的肯定。本校創校 33 年來，一直秉持嚴管勤教的精神，教師碩博士比例近 85%，師資素質整齊，
教學經驗豐富並極具熱誠。
本校教育除重視學生學業成就表現外，學校課程及活動設計以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培育學生多元興趣、開發學
生潛能為目標。男女學生比例約為 1：2，學生謙恭有禮、校園氣氛友善，為人稱道，是中投區學子嚮往的學校。
本校歷年辦學績效卓著，備受肯定推崇，校務評鑑成績榮獲優等；僅將學生表現成果摘要如下，更多資訊請詳
見本校網頁：
【升學成果】
一、去年 110 年畢業生考取海外大學 4 人，國內國立大學共 421 人，佔 56.7%。其中考取臺灣大學 10 人、清
華大學 23 人、交通大學 5 人、成功大學 24 人、政治大學 17 人；另外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臺北大學及三所師大等合計 175 人。
二、今年 111 年應屆畢業生在第一階段大學繁星入學、特殊選材、甄選入學部分，迄今已錄取 454 人，國立大
學佔 54%。其中錄取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山
大學、中正大學、臺北大學及三所師大、醫學相關科系等合計 198 人(44%)，成績斐然，待分科考分發入學
後，榜單必然更加耀眼。
【教師教學獲獎】
一、110 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高中職組銀質獎。
二、110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暨前導學校課程與教學創新方案甄選榮獲全國特優。
三、教育部第 8 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
【競賽成果】
一、 數理、資訊類
※109 年中區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數學科佳作 3 件、物理科佳作 2 件、化學科佳作 1 件、生物科佳作
1 件、地球科學科佳作 3 件以及資訊科佳作 4 件。
※109 年 TIRT2020 創客機器人競賽榮獲第一名。
※109 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障礙賽榮獲第三名。
※109 年 RoboRAVE 國際中區機器人大賽迷宮挑戰賽高中組榮獲第一名及第三名。
※109 年 少年圖靈全國複賽兩隊 rank53:O(1)大勝利、rank63:沈星揚。
※109 年 臺中市資訊網路應用競賽專題簡報組優等 2 人。
※109 年第 10 屆全國手擲機飛行競賽榮獲高中職組優等。
※109 年第 52 屆全國奧林匹克數學地區團體競賽榮獲第三名及第八名。
※2020-2021 FIRST 機器人大賽臺灣選拔賽 榮獲 FIRST 機器人設計獎。
※110 年中區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數學科佳作 1 件、物理科佳作 4 件、化學科佳作 2 件、生物科佳作
1 件、地球科學科佳作 3 件以及資訊科佳作 4 件。
※110 年資安技能金盾獎競賽，榮獲國高中組第三名。
※110 年臺中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數學科囊括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物理與天文學科第二名 1 件、化學
科佳作 1 件、地球與行星科學科第二名 2 件、電腦與資訊學科第三名，其中數學科前兩名薦送第 62 屆全國

科展。
※110 年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代表選手第一階段選訓營入選。
※110 年數感盃高中職組新詩類榮獲佳作。
※110 年 GiCS 第 1 屆尋找資安女婕思〈資安闖天關高中職組〉優勝(全國第四名)。
※110 年 ARML LOCAL 臺灣選拔賽榮獲團體金獎以及團體銅獎。
※110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參加 2021 育達觀休盃高中職專題競賽榮獲優勝。
※110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參加建國科大國企盃全國高中職 / 大專院校創業企劃競賽【高中職組】
榮獲決賽優等。
※110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參加第十四屆全國高中職經營企劃案暨專題製作競賽榮獲壁報發表
佳作。
※110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參加 2021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榮獲佳作。
※110 年第四屆英國名校專題競賽榮獲第二名。
※110 年臺中市資訊網路應用競賽專題簡報組特優 2 人甲等 2 人、電腦繪圖優等 1 人甲等 2 人。
※111 年 2022 年第五屆英國大學專題競賽榮獲第 7 名。
※111 年度臺中市中小學資訊網路應用競賽專題簡報高中職組甲等 2 人、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優等 1 人
及甲等 2 人。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樹德科技大學 110 年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業商業
模式競賽榮獲創業創業組優選。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嘉南藥理大學 2022 嘉藥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
賽榮獲商管設計領域鈦金獎和金獎。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健行科技大學 2022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榮
獲論文組第二名。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2022 Cool 酷酷比全國大專
校院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榮獲高中職組創新創業簡報組第五名。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南臺科技大學 2022 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營
企劃案暨專題製作競賽榮獲高中職創業企劃組優等及高中職壁報組佳作。
※111 年高二專題〈從餐桌走向世界 / 從消費者變 CEO〉參加育達科技大學 2022 第二屆育達觀休盃高中職
專題競賽榮獲觀光餐飲組第二名及佳作。
※2022 年第 33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初賽嘉獎 2 名。
※2022 年物理奧林匹亞初選考試入選名單 4 名、成績優良 1 名。
※第 54 屆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銅獎 1 名。
二、 語文、社會類
※110 學年度臺中市語文競賽初賽本校榮獲高中團體組第 2 區第二名。
※110 學年度中區英語演講比賽榮獲優勝。
※110 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榮獲特優、優等、甲等。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作。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榮獲二等獎與佳作。
※1101010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特優 5 篇、優等 19 篇、甲等 39 篇。
※11010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榮獲特優 1 篇、優等 4 篇、甲等 8 篇。

※111 學測國寫作文獲選全國佳作 1 篇。
※第十五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臺中區初賽榮獲高中職組佳作。
※1110310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特優 6 篇、優等 7 篇、甲等 27 篇。
※111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榮獲優等 2 篇、甲等 15 篇。
※ 第十九屆「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徵文比賽：
【新詩組】第二名 1 篇，佳作 2 篇。
【散文組】第一名 1 篇，第三名 1 篇。
三、藝術、運動類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初賽)榮獲管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初賽)榮獲國樂合奏優等第三名。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初賽)榮獲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第三名。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榮獲法國號獨奏、箏獨奏、單簧管獨奏、揚琴獨奏、雙簧
管獨奏各項優等。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決賽)榮獲管樂合奏特優。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決賽)榮獲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榮獲中胡獨奏優等、聲樂獨唱男中低音甲等。
※109 學年度啦啦舞錦標賽高中部小團體爵士組第一名。
※109 學年度啦啦舞錦標賽高中部小團體彩球組第一名。
※109 學年度啦啦舞錦標賽高中部雙人爵士組第一名。
※109 學年度啦啦舞錦標賽高中部雙人嘻哈組第三名。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高中(職)A 團體乙組古典舞、現代舞雙特優第一名。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高中(職)A 團體乙組古典舞、現代舞雙特優。
※110 年度全民盃跆拳道(品勢)高女二段組-全國:第一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女子雙打-全國賽:冠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混雙-全國賽 :第二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混雙-全國賽 :第三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全國賽:第九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男子雙打-全國賽: 第三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男子雙打-全國賽:第五名。
※110 年臺中市市長盃排球錦標賽女生組 -區域賽:第八名。
※111 年全國排球乙級聯賽複賽-全國賽:第五名。
※111 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 50M 蝶式-區域賽:第四名。
※111 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 50M 自由式-區域賽:第六名。
※111 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 50M 仰式-區域賽:第六名。
※111 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 200M 混合式-區域賽:第六名。
※111 學年度全國聽障田徑賽高男組個人鐵餅、高男組標槍-全國賽:第一名。
※111 學年度全國聽障田徑賽高男組個人鉛球-全國賽:第二名。
本校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提升教師專業發展；開發 100 多門選修與專題課程，培養學生具
備博雅通才與專業素養能力；開辦寒假多元學習營隊、志工服務學習、國際教育參訪、學生社團活動等，於過

程中引導學生培養問題解決及思辨之能力；結合鄰近大學資源及畢業校友辦理人文及科學講座，提供學生適性
發展之機會。
此外，本校積極與國外著名學校簽署合作備忘錄，例如瑞士萊辛中學、馬來西亞循人中學、首爾世宗國際
高校、美國 District of Columbia International School 中學、丹麥 Rungsted Gymnasium 中學、美國 Pacific Ridge School
中學，並在後疫情時代以視訊方式與馬來西亞循人中學、首爾世宗國際高校、美國 District of Columbia International
School 中學、德國 Friedrich-Schiller-Gymnasium 中學、捷克 Church Grammar School of the German Order 中學、日
本新瀉南高校、上田西高等學校、北海道惠庭南高校，北海道啟成高校，辦理科學/人文社會專題論壇與文化交
流；同時於 2020 年與美國 Maine Central Institute 中學簽署雙聯學程，提供海外升學管道。本校用心引進跨國文
化與教育資源，打造文華為國際性卓越高中。
我們相信，學校教育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其宏觀的思想引導。本校全體師長秉持以人為本的教育關懷，持
續原有優勢及學校特色，開創與時俱進的面向，提升文華學子競爭力。
7 月 21 日(四)是本校免試入學新生報到日，在此歡迎你加入文華大家庭行列，也願你乘著文華的夢想翅膀
起飛。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代理校長
張仲凱 敬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