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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女中104年校外競賽及優良表現
年度 競賽名稱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指導老師

103 104年教育盃排球
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第二名

201謝雅筑、306黃曉瑄、303陳毓涵
312楊艾箴、310余抒晴、204呂奕徵
201羅靖淇、208林羿旻、102林昱廷
106劉育慈、209鄭郁樺、203邱瀞儀

莊維仁

10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特 優 8 名 、
優等47名、
甲等22名，
共77名

114陳宥蓁、114張育瑄、102呂妍敏
114許瑄方、209卓書鈺、114梁勻芳               
102楊沛霓、114黃鈺翔、209林妏璇
103陳欣穎、114洪彩恩、208王莉淇               
114洪郁惠、103林美芳、102蔡宛臻
103陳映璇、215蕭渼莘、215林彥瑜               
215葉宣慧、215蔡依婷、215顏艾伶
101蔡佩芙、113周怡廷、114張涵媛               
207林苡晴、204黃湘琳、114江名蕙
208林心玹、108黃驛惠、113張書庭               
114陳玠青、114詹喻茹、114王珮純
102劉曉蓉、114沈晉萱、114林思旻               
114許譽馨、102曾怡瑄

104
彰化縣104年兒童
暨青少年詩畫創作
比賽

高中組詩作
優勝 113邱品甄、103張禕倢 陳慧文、蔡其蓉

高中組詩作
佳作 113陳渝耘、103盧昱樺、113黃羿弦 陳慧文、蔡其蓉

高中組詩作
入選 102楊沛霓、103張瑋庭、114劉美岑 陳慧文、蔡其蓉

104 彰化縣長盃書法
比賽

高中組
第2名 101 陳鏡羽 鄭茜如

高中組
第3名 111 莊凱卉 莊素貞

高中組
佳作 210 李芷瑩 張倍源

104
第 5 5 屆 國 立 暨 縣
（市）公私立高中
第三區科學展覽

生物科佳作 215林軒伃、215林詩婷、315施敏婕 賴杰治、蕭碧鳳

化學科佳作 202吳婷琦、203何芷菱、112夏萱璟 蔡家興

104 2015年地球科學
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115黃詠晴 唐國詩

104 第七屆臺灣青年
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最佳數位
實驗獎

115黃詠晴、201張曉晴、201謝幸伶
205李品萱、205許惠瑀 馬群樺

佳作

114劉美岑、114蔡佩樺、115游霈柔
115黃詠晴、115蕭禾言、201張曉晴
201黃晨怡、201詹秀婉、201謝幸伶
204葉思宏、205李品萱、205許    彤
205許惠瑀、214何雅瑄、214施喬娸
214鄭晴文

張國志、李政憲

104 2015年生物
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315張嘉芳、315賴宜慧、315林玟廷

314汪欣品 蕭碧鳳

恭喜高三畢業同學即將帶著師長們誠摯的祝福，從彰女邁向大學之道，揮

別少女，進入青年。高中畢業是人生另一階段的啟航，也象徵著自主與責任的開

始。期盼並祝福同學進入大學後，持續紮實地學習，養成專業的學識並涵養高尚

的人格，學習承擔起一分責任，從「成年」邁向「成熟」。

個人經常在許多場合遇到校友告訴我「我是彰女畢業的」，言談之中，校

友們自信的笑容展現出曾經是彰女學子的驕傲，這是校友們對彰女優良學風的高

度認同，彰化女中在校友們的生命中必定具有特別且重要的意義。優質學風的建

立需要長久的時間，學風的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是長遠的。『博雅』的彰女學

子，來自「誠勤莊毅」優良學風的薰習，尊師重道，前賢是崇，德智體群美，五

育樂融融。『優雅』的彰女學子，來自「人要做好、書要讀好、身要練好」三好

的涵養，絃歌聲應，化雨春風，團結自愛，全始全終。

在此，特以「敬天、惜地、愛人、識己」贈予高三畢業同學並共勉之，茲將

其意涵闡述如下：

一、敬天

 「天」就是道理，合乎道理就是「敬天」；做任何事，只要「動機要良善、

彰女學子 學風永傳
校長 鄭曜忠

正向思考，任何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可以藉著心中生命價值的信仰來安住

我們的身心，幫助我們解脫煩惱、生命有靠，能敬天，生命就會有意義與方向。

二、惜地

地球的資源有限，希望人人在日常生活能惜物、愛物，感恩、知足；尊重一

切生命、保護自然資源，改善生存環境。簡樸的生活能增長慈悲心，更能涵養出

智慧與大愛，造福人群，讓世間永保吉祥福慧。

三、愛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生命中的重要他人，都是能幫助我

們自我實現的重要貴人，我們要能真誠的愛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先愛自己才能與人互敬互愛，與人為善、真誠服務社會，造福人群。

四、識己

「識己」就是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天賦，進而開展自己的天賦。詩經上

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遠配合天命，努力創造自己的幸福。天命，就

是上天賦予我的天賦，開展天賦就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挫折難免，了解

自己的多元智慧、優點及長處，凡事盡其在我，凡事心存善念，必能開創幸福的

人生。

最後，感謝全體高三導師及同仁為彰女學子們辛勤付出無盡的教育愛，也感

謝家長會及校友會對彰女的關愛與全力支持。期盼同學們能秉持彰女精神「練好

身、讀好書、做好人」，繼續努力學習。個人並代表全體師長虔誠的祝福各位同

學如鳳凰般展翅高飛、御風而行，未來的人生「平安吉祥」、「福慧增長」。

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賀詞

特色課程的說明

在101學年之前，本校

並無多元選修課程。101學

年計畫開始之初，本校教

師對特色

課程之發展較無概念且現行多元選

修課程僅限於高三1學分9門課，課程較

無系統性。102學年透過彰化師大林國楨

教授蒞校指導「特色課程與教師專業發

展」、學科召集人會議、特色課程研發

會議之充分討論，教師已逐漸建立特色

課程發展之共識與知能。

本校教師積極投入特色課程之研

發，已逐漸建立共識將課程規劃為高二

及高三上下學期各1學分，總計四學分之

課程，開課老師共計19位，課程共計高

三17門課、高二16門課，並形成有系統

之課程架構。

特色課程的研發

分析彰化女中在特色課程教學之

現況，並以此分析，發展出因應策略

如下：

1.精進教師專業成長，並鼓勵學校老師參

加專業研習，帶領老師凝聚共識，開

發特色課程，活化教學。

2.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絡教師社群

運作，透過社群共同研發，引領創新教育的風氣。

3.開設特色選修課程，協助學生探索興趣，自我了解，拓展學習領域。

4.辦理多元智慧學習活動，協助學生自我探索，增進身心健康並促

進學生發展核心素養與關鍵能力。

5.與鄰近大學及高中開展新的合作計畫，強化互動聯繫與資源整

合，提升教學品質。

▲103.11.18在政大與彰中
交流

▲104.05.19國際英語交流

▲政大包種茶節參訪

▲104.3.14臺大杜鵑花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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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不快閃音樂創作講座104.5.6

▲白安現場演唱分享 ▲歌手白安、嚴爵分享創作
心得

▲嚴爵現場自彈自唱

班際羽球比賽103-2學期104.4.16

▲導師為同學加油

▲校長於行前勉勵隊員

高二校外教學（畢旅）104.3.31～4.2

▲西子灣留影 ▲南灣海灘活動 ▲海生館合影

▲晚會活動 ▲陽光沙灘美少女 ▲瘋義大

好鄰居104.3.31

大葉大學生態探索104.3.28

▲生態導覽介紹 ▲再生資源創意利用 ▲鳥類觀察訓練 ▲環境講座

高三
模擬面試
104.3.28

▲面試服儀 ▲個別模擬面試 ▲模擬面試教授群

學生宿舍防震演練104.3.12

▲防震演習-住宿生演練 ▲空地避難

學術試探列車彰女號104.3.7

▲各國中同學踴躍參與 ▲物理實驗

▲表現優異同學接受鄭校長頒獎

▲科學探索-地球科學

▲遊戲英文

▲數學推理與實例

▲反毒反霸凌行動劇

寒假青森教育旅行104.1.29～2.3

▲弘前高校交流

▲寄宿家庭體驗 ▲滑雪體驗

▲日本青森教育旅行HOMESTAY

▲青森中央學院大學參訪

▲日本青森教育旅行學生代表
交換禮物

▲鄭校長與家長會曾會長至
各班送糖果禮物

▲師生歡樂合影

▲儀隊風采 ▲欖仁風情進場

紀炳銓醫師講座104.5.27

國文科飲食文學作業展104.4.27

籃球聯賽南區
複賽104.3.10

紫錐花社
同學宣導劇
104.2.24～3.7

聖誕節試辦便服日103.12.25

學測祈福活動103.12.24

95週年校慶103.12.13

▲同學盡力參賽

▲師生於孔廟祈福 ▲祝福同學金榜題名卡

彰女國文科教學一直是

走在潮流前端，不論是現代

詩欣賞、桌遊、古代文學家

臉書設計…等，生動活潑的

教學課程，讓學生不但知識

收穫滿滿，上起課來師生都

是熱情有勁 。 

本學年起，因有感現代人生活品質提升，日漸注重美

食，美食儼然已成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各路作家紛紛投入

美食文學之創作，於是，國文科老師們又腦力激盪，設計

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寒假作業--寒假入庖廚，讓同學自己成為

美食文化創作的一員。

▲打掃鄰近巷道

▲導師帶隊為鄰里盡力

▲紀炳銓醫師合影 ▲講題-be_a_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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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文康活動104.5.2

▲參觀奇美博物館 ▲文康活動同仁合照

會長團104.4.23

學校公務人員研習104.4.16

▲有獎徵答獲獎同仁合影 ▲鄭校長與全體職員合影

捐血活動104.3.27

彰女列車國中宣導

▲竹塘國中宣導 ▲大村國中宣導

新春團拜104.2.24

▲新春團拜自助餐會 ▲新春團拜暨餐敘

95週年校慶紅樓啟用103.12.13

▲校友會翁金珠理事長向來
賓解說校史文物

文化總會參訪校園
李仲生老師公共藝術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在102學年度最初申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總參

與教師共17位，後來教師於

教 師 專 業 網 站 陸 續 報 名 參

加，故102學年度校內教師

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登錄

共48位，已完成線上研習39

位，完成實體研習22位。

103年11月為止，本校

共有67位同仁登記報名103

學 年教 師專 業 發展 評 鑑計

畫。目前已通過初階認證教

師有29人，申請進階認證有

12人。

104年將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希望校內

教師參與教專之比率達到80%。另外參與教專二年以

上之教師，使用教師發業發展評鑑系統建立教學檔

案比率能達到60%。

本校深信持續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及教師社群的運

作，必能帶起同仁追求創新的

風氣，以提昇教學績效與教育

品質，以提供更優質的學習環

境給彰化地區的學生。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本 校 學 校 透 過 各 種 自

辦教師增能模式之措施，如

各領域專業研習、各科教學

演示與專業對話、建立數

位學習平台及各科教學部

落格等，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以提升教學效能。以

學科為本位，形成六大專業學習社群，在專業發展

研習及進修方面，每學期各學科皆至少辦理3場教師

專業社群活動，本年度每位教師平均進修時數約21

小時；本校「大榕樹」教學團隊更獲得教育部103年

「教學卓越獎」佳作的殊榮。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各項活動一覽表（部分活動）

單位 時間            活動

國文科

103.9.29 暢遊桌遊的文學世界

103.1.27 詩的魔=術時刻

103.11.24 小說中的場景內涵

104.4.27〜～5.1 飲食文學週

104.5.18 翻滾吧！論語（為舊經典開啟新視窗）

英文科

103.10.8 歐美影集於英語教學之應用

103.11.18 他山之石-台南女中教學經驗分享

104.1.13 英語教學之觀察與省思以台灣及溫哥華為例

104.3.10 翻轉你的教與他的學-英語翻轉課程設計

104.4.28 英語教學-男女大不同

數學科

103.7.25 數學軟體研習

103.8.15 數學悅讀研習

103.12.19 數學魔術

104.4.17 用數學變魔術

104.4.24 艾薛爾的鑲嵌藝術

自然科

103.10.2 化學平板理論與實作

103.11.6 如何成為一個幸福快樂的物理老師

103.11.13 自製科學分析儀器實作與教學應用研習

104.5.21 地球科學資訊在生活中的應用

104.5.28 運用心智圖法提升教學力與學習力

社會科

103.9.17 地理空間視覺認知研討

103.11.17 地理科野外實察-以馬祖為例

104.1.22 後資本論讀書會

104.5.14 地理科野外實察-以陽明山為例

藝能科
103.11.26 運動傷害處理

103.12.10 桌球運動發展趨勢

▲1040116進階認證說明會

▲1031224教師評鑑認證
事宜說明研習

▲1031204英文科研習-模
擬聯合國

▲1040528自然科研習

▲家長會長團黃石城團長致詞

▲鄭校長與107位師生踴躍捐血

數學科研習—用數學變魔術

▲ 數學科研習—用數學
變魔術，講師莊惟棟
老師

全國校友會
集錦

▲1040416校友會理監事聯席
會議

▲紅樓學授課老師群討論課程

▲翁金珠理事長開設紅樓學特
色課程

自然科教師社群104.5.28

▲地球科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唐國師老師

▲全體自然科老師參與

▲陳瓦木老師解說李仲生老師之創作歷史

歲末聯歡104.1.27

▲95週年校慶紅樓啟用，副
縣長周呈枋、翁金珠理事
長、文化局吳蘭梅局長共
同剪綵

▲貴賓合影 ▲校友、親友踴躍參觀紅樓
歷史文物

▲與會各家老師千金 ▲首獎提供者家長會曾會長與
得獎者游竣博組長合影

紅樓記者會
103.12.11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實體研習

數學科教師社群104.4.24

▲數學科研習 ▲艾薛爾的鑲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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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有限，詳細榜單請查看學校首頁。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畢業國中

李孟柔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李品臻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縣立花壇國中
林芳妤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徐貽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張嘉芳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縣立田尾國中
林玟廷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林敬蓉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張郡予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陳旻柔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邱佩歆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縣立鹿港國中
高鈺玫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曾韻修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林愛真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蕭茗尹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 縣立明倫國中
黃資涵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賴宜慧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鄭羽鈞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 縣立北斗國中
蕭晼妤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 縣立社頭國中
游雅晴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縣立大村國中
張馨方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己組 縣立明倫國中
王心瑩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埔鹽國中
曾純煊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縣立大村國中
汪欣品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王妤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縣立鹿港國中
洪宜琦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鄒佳紋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縣立彰興國中
王詠萱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陳慈旻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玟嘉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楊旻珂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蕭綺文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縣立明倫國中
江詠姍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邱琬庭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江郁婕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縣立永靖國中
羅珮宇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系 縣立陽明國中
陳怡辰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縣立埔鹽國中
蔡佳妏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盧盈均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邱亞雯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縣立社頭國中
曹尹瑄 國立成功大學 能源國際學士學程 縣立員林國中
黃子芸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薛綺瑩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縣立花壇國中
蔡佳旻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施喻庭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應昀汝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邱婉如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縣立明倫國中
林佳欣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張勻薰 國立成功大學 大一全校不分系 縣立員林國中
阮怡婷 國立政治大學 不分系招生 縣立伸港國中
王芷庭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 縣立萬興國中
林家妤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縣立田尾國中
廖芸萱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縣立大村國中
姚思瑜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楊念蓁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張宜玟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林于琳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葉姿伶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李冠瑩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藝術高中國中部
黃詩芸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鄭云筑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系 縣立和美國中
盧奕婷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林妤潔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施妙穎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縣立埔鹽國中
吳昀芷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粘育綾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縣立彰安國中
許淨淇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蕭雅丞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許芳寧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劉惟綸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張淑靜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廖柔茜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二林高中國中部
陳巧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劉怡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吳怡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 縣立陽明國中
洪蕾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黃子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縣立信義國中
黃郁茹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林榆娟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縣立和群國中
李沛儀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楊沁文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柯湘庭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鄭宇婕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于茵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林佳瑜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劉祐辰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魏子淇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黃筱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張奕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黃奕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縣立彰德國中
鄭宇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縣立溪州國中
楊雅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縣立鹿港國中
蕭又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鄭鈺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縣立花壇國中
林羣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畢業國中

張乃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張鏡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學系 縣立伸港國中
徐采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白欣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謝宛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賴姿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陳奕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縣立永靖國中
黃婷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蕭亦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張瑜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陳德芬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李沂謙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林奕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王馨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高珮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高翊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董育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正心高中國中部
廖昱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張語汧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盧美羽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縣立社頭國中
邱庭芸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縣立田尾國中
洪凰瑄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田中高中國中部
曾采妙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孫宜妗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王喻萱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黃雅鈺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田尾國中
林明慧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陳薇竹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馬嘉謙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縣立鹿港國中
黃冠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邱奕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程 縣立大村國中
張家萓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陳詩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縣立社頭國中
黃柔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魏碩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王尹汝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楊艾箴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伸港國中
楊雅婷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與工程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施雯敏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縣立鹿鳴國中
陳晴媛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縣立和群國中
黃琬茹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縣立伸港國中
黃曉瑄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蘇盈榕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詹詠昕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縣立北斗國中
黃郁樺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縣立鹿港國中
鐘珮瑄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縣立埤頭國中
江珮暄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湯逸勤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陳奕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縣立北斗國中
楊雅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縣立鹿港國中
顏汝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縣立北斗國中
盧盈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縣立陽明國中
姚思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縣立彰興國中
賴柔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縣立彰安國中
陳熏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縣立陽明國中
郭宜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縣立埔鹽國中
劉佳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縣立陽明國中
張瑜庭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縣立彰安國中
黃雅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縣立田尾國中
張語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縣立大同國中
趙云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管理學位學程 精誠高中國中部
江珮榆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劉羽芳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陳熏妤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吳蕙竹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張凱郁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張瑜珊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陳奕儒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徐欣愉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黃于瑄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黃惠琳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黃詩雅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縣立線西國中
黃鈺雯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林佑洵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謝沛軒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謝嘉芸 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縣立竹塘國中
蔡宗儒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黃譯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系 縣立陽明國中
張雅筑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二林高中國中部
黃家榆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縣立北斗國中
謝尚樺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縣立線西國中
林亭蓉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縣立和群國中
蘇湘庭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洪宜琳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洪珮姍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縣立田尾國中
黃詩如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賴佳欣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陳鈺婷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林青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 縣立彰泰國中
卓雅文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謝鈺萱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縣立永靖國中
簡夢萱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林育甄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艾妮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趙云瑄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吳俐萱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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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蒨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鄧盈儀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縣立員林國中
楊敏慈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縣立芬園國中
梁友純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張雅馨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卓容安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縣立北斗國中
梁芷嘉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曾伊秀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縣立埔鹽國中
李宜鎂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縣立花壇國中
黃雅君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縣立埤頭國中
陳芷嫻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縣立陽明國中
呂芳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縣立陽明國中
洪紫芸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雁茹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王立群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縣立鹿港國中
陳毓涵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陳榆莘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二林高中國中部
宋欣庭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縣立秀水國中
林姿佑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縣立明倫國中
蔡宛玲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李盈蓉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縣立花壇國中
陳怡璇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巫芷佳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張維菊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陳姿妤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縣立溪湖國中
姚欣瑜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周佳儀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縣立伸港國中
劉千萍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洪寅珈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許慈翎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縣立北斗國中
許珮華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田中高中國中部
李珮瑄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許資敏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塗宜靜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陳盈如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成功高中國中部
陳怡如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謝伶妮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系 縣立埤頭國中
鄭佳綺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林怡珊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縣立埤頭國中
謝佳勳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縣立北斗國中
林宜萱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謝汶瑄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縣立陽明國中
黃宜蓁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私立東南國中
蔡依琳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曾曼渝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學士學程 縣立彰興國中
邱敏瑄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彰興國中
黃筱婷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王瑞雅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梁晏綾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葉儒姍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王沛貽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縣立福興國中
蔡孟蓁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林意婷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佳鎂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 縣立和美國中
洪靜君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黃姵襦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楊子慧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鄭藍慈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縣立彰泰國中
蕭仲筠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縣立大同國中
陳品璇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縣立彰安國中
高瑞憶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蘇郁喬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縣立陽明國中
林姿文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縣立永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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