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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村上龍在《工作大未來》書中說到：「世界上分成兩種人，從事自

己喜歡且適合自己的工作並藉此生活的人，以及不是那樣過活的人。」他認為小

孩從十三歲起，就讓他栽進自己感興趣的世界，有朝一日，奇蹟就會不可思議的

展開！」此書道出了認識自我、探索知識世界、開發個人潛能、認識工作世界、

追尋人生理想的重要性。

人類在十三歲到二十二歲這時期，既有旺盛的好奇心，也有邏輯思考能力，

又沒有社會壓力，是探索自我興趣的黃金十年。而高中教育是學生基本能力的奠

基、人格的陶冶、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培養身心健康以及做好生涯規劃的重

要階段。生涯探索與規劃，已成為當前教育的一股新潮流。本校除了開設「生涯

規劃」課程之外，輔導室也邀請各大學各學系的教授，針對18個學群提供豐富而

準確的介紹，佐以生動活潑的對談，帶領本校學生探索自己的生涯地圖。學生們

不僅在講座中認識各種學群科系、多元的職場世界、各行各業的時代趨勢，也學

習到築夢先從踏穩腳下的每一步開始的道理。

打造生涯地圖，不怕走岔路或卡關，最怕在面臨抉擇關頭時憑藉著不充分甚

至是錯誤的資訊就倉促作決定。生命成長的過程中，必定會經歷知己（瞭解個人

成長歷程、澄清特質與生涯態度、探索個人生活角色）、知彼（大學生涯與職業

生活）、決策（規劃行動方案）及實踐（生涯抉擇）等探索釐清的歷程，過程中

需要豐富且正確的資訊，方能在重要抉擇點做出正確的決定。

生涯規劃最首要的就是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與個人特質，從

中找出自己的優勢能力並且善用它。高中生正值「志學之年」，在高中階段如果

自己多用心，好好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與人格特質，並審慎思考將來要往哪裡

開展天賦 實現自我
校長 鄭曜忠

國立彰化女中家長會長交接

作品名稱：浴火鳳凰
說　　明：103 學年度畢業紀念冊票選 ( 每班一票 ) 第一名作品

作　　者：3 年 15 班  許采文

創作理念：封面以鮮麗的色彩顯現出對未來的祈願

　　　　　上方的鳳凰象徵畢業生的未來如鳳凰般翱翔於天空

　　　　　封底校門

　　　　　象徵畢業生永不忘記彰女，背景火光閃耀

　　　　　代表每一個彰女畢業生都能夠發揚彰女精神

　　　　　畢業後成為彰女的驕傲

作品名稱：沙灘不沙灘了
說　明：104 年彰化縣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組  第一名作品

作　者：2 年 7 班  曹心譯

作品名稱：符泰昌龍
說　明：104 年彰化縣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組  第一名作品

作　者：2 年 14 班  蕭羽軒

走，愈早知道目標與努力的方向，人生的道路就會愈開闊，成功的機會將更高。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賦優勢能力，端看自己如何駕馭，只要找出並發揮最擅長的

領域，以用心的熱情、認真的態度、勇敢的嘗試、堅定的意志、持續的努力，個

人成長的空間將無可限量。

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其中一個理想應該會是「開展自我天賦、做最好的自

己」。期盼彰女學子們立志勤學、讓天賦多元發展、讓熱情自由奔放、讓態度盡

情展現，作最好的自己、創造最高的人生價值。

左一：新任會長白鴻祥醫師，左二：本校全國校友會理事長翁金珠女士，
右二：本校鄭曜忠校長，右一：卸任會長曾睿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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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EXCELLENT高校在2015.11.13由安藤校長率師生86人訪問本校，日本學生並分組參

與本校高一學生實際課程。日本學生並分別接待在46個接待家庭三天兩夜(本校學生40個家及

6個彰化高中學生家)，兩國高校生進行三天兩夜的交流，促進彼此文化的認識，也開拓兩國

高校生的視野。

本校海外教育旅行自2004年起，配合教育部政策，彰化女中辦理海外教育旅行，與日本

國和歌山縣新宮高校、橋本高校、兵庫縣姬路西高校、長野縣EXCELLENT高校、縣之丘高

校長期交流，並參訪日本大學以提供學生未來海外留學需求，期能透過交流，了解他校優點

及擴展國際視野，2015年1月由學務主任丁志昱帶領96位師生到青森縣弘前高校、5月拜訪和

歌山縣新宮高校，今年前往交流學生約200人。

日本 EXCELLENT 高校來訪

本校以「看見彰化之美─地理資訊系統在高中文化創意課程之應用與推廣」計畫通過科技部高瞻計畫補助

發展特色課程。此計畫係本校與國立彰化師大合作申請之整合型計畫，總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彰化師大物理系吳仲

卿教授，本校子計畫主持人為鄭曜忠校長。

本計畫為期二年，計畫重點在規劃文化創新之精緻化課程，推廣進行在地教育文創的開發，緊密結合現行高中課程之關連

性。計畫將結合學校課程與社區特色營造的概念，調查彰化女中與學校所在的彰化城之環境特色，擴大新興科技媒體與文化創意概

念導入彰化女中與彰化城空間整體營造，開發與建置區域性教育文創。預期將彰化城之豐富人文歷史、生態景觀，透過地理資訊科

技，讓大家看見彰化之美。希望使彰化女中與彰化城，成為文化創意活動的在地實驗與推廣的實例。

本校在教育部103年特色領航計畫之補助下，教師已形成六大專業社群，

積極研發特色課程且已彙編成本校特色課程專輯。科技部高瞻計畫的通過，將

使本校在特色課程之發展邁入新的里程碑，期待這樣積極創新的氛圍與學校文

化能夠再接再厲，更上層樓，成為優質的標竿學校文化。

教育的新世代已經來臨，讓我們厚植自身的專業，帶給彰女學子優質的

教育品質，攜手共同為彰化女中寫下更為輝煌的一頁。教育的長路，讓我們攜

手同行與共勉。

賀本校通過科技部「高瞻計畫」發展特色課程

左：本校鄭校長
右：安藤校長

▲日本高校生表演

▲本校學生表演 ▲本校樂儀旗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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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體育類競賽表現
學期 比賽項目 名　次 學生姓名 帶隊教師

104上 104縣長盃游泳錦標賽 高女組團體第三名
106蘇郁淳 111黃渝淓 113曾詩茵
204謝乙嘉 205楊捷宇 211施之閔 
212鍾子瑀 214魏愷琪 215許毓倫

謝孟媚

104上 104縣長盃游泳錦標賽 高女個人組50仰第三名 204謝乙嘉 謝孟媚

104上 104縣長盃太極拳錦標賽 高女組第二名 105謝喬亦 無

104上 104全國總統盃太極拳錦標賽 高女組第三名 105謝喬亦 無

104上 104縣長盃籃球錦標賽 高女組第三名

308林羿旻 311薛羽婷 312劉怡伶
314許家宜 201蔡昕昀 204蔡孟蓁 
209曾詩庭 212潘怡靜 215陳怡瑄
104楊佳其 110蔡和芳 111劉宜沛

胡姿羽

104上 104縣長盃排球錦標賽 高女組第二名

207施欣伶 312謝雅筑 311邱瀞儀
304呂奕徵 210劉育慈 201楊怜郁 
215黃俞蓁 101黃品璇 111黃郁茹
206林宜蓁 207林昱廷 202張勛婷 
202陳慧淳 203柯宜汝

莊維仁 
謝孟媚

104上 104縣長盃網球錦標賽 高女組團體第一名 　 　

104上 104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高女個人雙打第四名 202陳逸慈 214陳玠青 曾俊遠

104上 104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高女個人雙打第五名 103李恬恬 106洪妤萱 曾俊遠

104上 104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高女個人雙打第六名 211楊佾敏 102林詩穎 曾俊遠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跳遠) 高女個人第四名 212洪婕菡

廖家祺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三級跳遠) 高女個人第三名 212洪婕菡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鐵餅) 高女個人第七名 202陳慧淳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標槍)

高女個人第四名 202陳慧淳

104上 高女個人第六名 210郭姿儀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200m) 高女個人第七名 114粘雨錚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400m接力) 高女組第四名 王薏婷、粘雨錚、林美芳、粘洛婷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
(田賽總錦標) 高女組第七名

202陳慧淳 203粘洛婷 204王薏婷
210林美芳 210郭姿儀 212洪婕菡 
114粘雨錚

104上 104縣長盃田徑錦標賽
(徑賽總錦標) 高女組第七名

202陳慧淳 203粘洛婷 204王薏婷
210林美芳 210郭姿儀 212洪婕菡 
114粘雨錚

本校同學參加第31屆武漢國際
楚才作文競賽成績優異！

班　別 姓　名 榮獲獎項 指導老師
214 蕭羽軒 一等獎 陳慧文
213 陳思穎 二等獎 蔡其蓉
213 張馨元 二等獎 蔡其蓉
214 耿語萱 二等獎 陳慧文
214 陳予庭 二等獎 林怡君
302 林怡伶 三等獎 林怡君
213 高竹瑩 三等獎 蔡其蓉
215 蕭安軒 三等獎 鄭玉娟

本校學生參加104年度第二屆
縣長盃徵文比賽成績優異！

班　別 姓　名 榮獲獎項 指導老師
215 洪宇萱 第一名 林怡君
303 謝德瑾 第三名 林怡君
210 高竹瑩 佳　作 蔡其蓉

本校學生參加104年度彰化縣
學生美術比賽，成績輝煌。

班　級 姓　名 類　別 名　次 指導老師
207 曹心譯 漫畫 第一名 張玉娟老師
214 蕭羽軒 平面設計 第一名 陳慧文老師
202 陳鏡羽 書法 第二名 蔡家興老師
115 楊育媚 漫畫 第三名 陳琬菁老師
208 花榆婷 書法 第三名 馬玉婷老師
215 蕭安軒 平面設計 第三名 馬群樺老師
115 楊育媚 西畫 佳作 陳琬菁老師
210 邱榆芳 西畫 佳作 簡世哲老師
212 王翊琳 西畫 佳作 簡世哲老師
114 許又婕 漫畫 佳作 陳致霖老師
109 楊謹菡 漫畫 佳作 陳致霖老師
114 林佳伶 平面設計 佳作 陳致霖老師

104學年度自然科學類競賽表現
比賽項目 名次 學生 指導老師

2015年第13屆智慧鐵
人創意競賽

決賽表現優異 306陳冠瑜 305李佩慈

複賽表現優異 214許瑄方 214江名蕙 214陳予庭

初賽表現優異 313莊旻儒 310陳映儒

104學年度高級中學數
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臺灣省第五區複賽

地球科學科第4名 215黃詠晴 唐國詩

數學科佳作 301詹秀婉 蘇怡儀

生物科佳作 314陳筱婷 314鄭唯君 賴杰治

物理科佳作 315林彥瑜 張國志

化學科佳作 315顏艾伶 315蕭渼莘 江易霖

中央研究院高中生命科
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甄選錄取 115林映岑 蕭碧鳳

2015WRO國際奧林匹克
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

高中職組創意賽
第1名，晉級國際賽 301巫艾伶 301張曉晴 201賴亭諭 李建嶠

2015思源科學創意大
賽決賽 全國銅牌獎 215柯雅茹 215洪宇萱 215張芯慈

215羅郁捷 215蔡雨潔 215羅昱琁 鄭茜如

2015年第17屆TRML
高中數學競賽

全國特別《三等》獎
台中地區《優良》獎

315劉書瑜 315蔡菡庭 315蕭渼莘
315劉彥葳 315卓嘉儀 315黃姝琪
315汪欣卉 315葉宣慧 315余祐慈
315林彥瑜 315林柔言 315鍾雅婕
315廖昱欣 302顏千涵 302李燁庭

莊孟綉

彰化縣104年度教育盃
機器人競賽

創意賽第一名，晉級
全國賽 201張曉晴 204巫艾伶 103賴亭諭 李建嶠

第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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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地球科學奧林
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 115黃詠晴 唐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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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志
李政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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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語文類競賽表現
比賽項目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104年彰化縣
國語文競賽
得獎名單

國語朗讀 第一名 313 孫柔惠 蔡其蓉

作文 第一名 215 洪宇萱 林怡君

寫字 第一名 202 陳鏡羽 丁志昱

作文 第二名 113 陳佳鈺 林怡君

寫字 第二名 114 陳琬甯 丁志昱

國語字音字形 第二名 308 張心瑜 黃以諾

國語演說 第二名 313 江翎禎 黃琬甯

閩南語朗讀 第二名 203 陳雲岫 陳瑩嬑

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106 陳宜如 陳慧文

閩南語演說 第三名 214 梁勻芳 陳慧文

國語朗讀 第三名 204 黃雅琳 蔡其蓉

國語演說 第三名 113 施少旎 黃琬甯

寫字 第四名 302 林欣誼 丁志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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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tory講座已經辦理兩年，每學期邀請不同行

職業的女性典範來分享生命故事，期望可以透過女性

眼光，幫助高中女生發展自己的女性生涯觀，不侷限

於性別框架，打開視野，追尋自己的幸福人生。

邀請的講師包括管理幹部、店長、工程師、芳療

師、律師、藝術治療師、醫師...等，每一場講座都報

名踴躍，參加人數60-90人不等。分享內容包括求學、

生涯選擇、以及在目前職場的所見所聞，期待透過深

度的分享帶給學生視野的拓展，以及生命價值的體

悟，讓學生建構自己的生涯藍圖，不侷限於找科系，

而是尋找自己未來的職業與志業。

得獎名單：

名　次 學　生 評　語
特　優 115陳韻庭 色彩鮮明，層次豐富。
特　優 114林佳伶 畫風可愛且內容奇幻有趣。
特　優 315施釉薰 製作精細，畫面華麗。
優　選 115蒲　晴 造型繁複，色彩沉穩。
優　選 307陳廷瑋 畫面奇幻，筆法細緻。
優　選 110陳炘蘋 人物造型可愛活潑。

佳　作 104施閔軒  307陳巧軒  110陳炘蘋
314楊晴晴  106張芯語  110黃芊綵

Herstory女性群象與自我探索講座

學校本學期
完成工程

104學年度圖書館藏書票設計比賽

▲張容慈工程師講座

▲翁金珠學姊分享會

▲楊秋蘋記者講座
▲特優115陳韻庭 ▲特優315施釉薰

▲特優114林佳伶

撰稿人：教官室  蘇囿豪教官

本校於104年11月19日下午假成功嶺3號歸零靶場實施高二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

動，由鄭曜忠校長、家長會白鴻祥會長率隊前往，師生約五百四十人參加。在射擊活

動開始前，鄭校長期勉參與師生，藉由此次實彈射擊體驗活動，能深化全民國防理

念，體會全民國防的重要性，進而支持全民國防。隨後，在射擊指揮官林主任教官下

達射擊安全規定後，本校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正式開始。

為使此次實彈射擊體驗活動能順利安全進行，教官室於活動前特地安排高二參

與學生於校內實施射擊預習及全程流程預演，期使學生熟悉射擊八大要領及口令，俾

於靶場上不慌不忙，有秩序且安全的完成體驗活動。經過事前的教育訓練，活動當天

同學們顯得信心十足、躍躍欲試，隨著靶場指揮官「射手就位、臥射預備、五發裝子

彈…」等射擊口令的下達，學生們將平日訓練成果完整展現，透過此次活動除了驗證

防衛技能學習成效外，也讓學生們充分了解到國造T91戰鬥步槍的性能及威力。

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是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一環，期望透過這樣的活動，讓

學生得以瞭解堅實國防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也唯有全民支持國防，國家安全才得以保

障。而鄭校長不但全程參與活動並親自下場體驗實彈射擊，且獲得滿靶佳績，充分展

現本校全體師生支持全民國防之意志，並為這次的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每年為高一學生提供校外教學參觀活動，

包括參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型大學及

中研院等，今年高一學生參訪亞洲大學及著名

安藤忠雄美術館；高二校外教學提供野外實

地經驗，透過各班活動，參訪國立海洋生物館

等，了解台灣民俗風情地理與歷史演變。

104 學年度高二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高一校外教學參觀

主講人：張立人醫師 104.10.15

主題：比手機更有智慧的是人—談高中生網路成癮與網路霸凌輔導
本學期輔導室舉辦的教師研

習，特聘台北市西雅圖自然醫學診所

院長張立人醫師蒞校演講，張醫師在

演講中提到3C用品的過度使用，造

成注意力不集中、大腦認知功能下

降，甚至有「數位癡呆」現象。美國

精神醫學會2013年出版《DSM-5精神

疾病診斷準則手冊》也訂出診斷準則，顯見網路成癮現象十分值得重視。

而網路成癮與自戀世代、家庭教養方式有很大關連，網路成癮的預

防需要教養策略：1.及早建立網路使用規則2.培養孩子對真實世界的興趣

3.父母親要當最好的模範。

此活動參與同仁約有40位，大家一致認為得到很多專業的知識，與

學生對談時會十分有用。還希望將來張醫師可以再談談網路霸凌的現象及

解方。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青春讀書會

圖書館水溝新建完成

學生宿舍更新書桌檯燈床具衣櫃組70組

學生宿舍新整修浴廁70間

求真樓新作防水氣密窗

求真樓新作防水氣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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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特別《三等》獎、台中地區《優良》獎

指導教師：莊孟綉 老師

315劉書瑜、315蔡菡庭、315蕭渼莘、315劉彥葳、315卓嘉儀

315黃姝琪、315汪欣卉、315葉宣慧、315余祐慈、315林彥瑜

315林柔言、315鍾雅婕、315廖昱欣、302顏千涵、302李燁庭

本學期好鄰居活動已經在10月16日圓滿落幕了。感恩高一1-7班的同學，熱

情努力的打掃，並感謝高一1-7班的導師和實習老師們，辛勤地指導陪伴。同學

們雖然因為艷陽高照，汗水淋漓，但都發出了比陽光還燦爛的笑容，想必是體

會了付出的快樂，再次感謝所有參與的師生，感謝你們為環保盡了一份心力。

本校2年15班學生：柯雅茹、洪宇萱、張芯慈、羅郁捷、蔡雨

潔、羅昱琁。參加2015思源科學創意大賽決賽，榮獲全國銅牌獎。

指導教師：鄭茜如老師

本校於104年10月22日接受教育部104年度學校評鑑，評鑑從上午9:00開始，

一直到下午4:00結束。評鑑項目分一、校長領導，二、行政管理，三、課程教

學，四、師資質量，五、學務輔導，六、環境設備，七、社群互動，八、績效

表現及學校特色等九大領域。

2015年第17屆TRML高中數學競賽

教育部104年度學校評鑑104.10.22

彰女好鄰居，鄰居都說讚

2015思源科學創意大賽榮獲全國銅牌獎

2015國際奧林匹亞
機器人大賽

魏縣長到校訪問104.11.3

▲彰化縣長魏明谷到校訪問與校園內小黑家
族黑冠麻鷺合影(右起鄭曜忠校長、魏明
谷縣長、陳永昌諮議)

▲評鑑委員訪談學生 ▲評鑑委員查閱資料

▲校長進行校務簡報 ▲評鑑委員訪查校史館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家政教室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本校游泳池

▲評鑑委員提問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生涯資料室

▲彰化縣長魏明谷到校訪問指導。左一:本
校總務張主任，左二:本校教務魏主任，
左三:本校鄭校長，右一:本校學務丁主
任、右二:縣府諮議陳永昌先生，右三:魏
明谷縣長

全國總決賽高中職組創意賽 第1名

得獎學生：巫艾伶、張曉晴、賴亭諭

指導老師：李建嶠老師

生活科技教育績優人員
團體行政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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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於10/27-11/23舉辦學習輔導活

動，由高一高二學生自由報名，先參加

「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由結果中

可以檢測9大讀書問題。接下來由實習老

師提供專業學科學習方法整理，於11/20

分享英文科與數學科讀書方法，11/23上

場的是社會科與自然科實習老師，每位老

師不僅用心整理出各科重點，並且也分享

個人寶貴經驗，同學們都十分專注聆聽，

相信帶回許多的收穫！

學習與讀書策略分享活動」

選修課開設：
104學年高二、高三每學期各有1學分選修課。高二共同選修課程，依教師專

長及學生需求開設半線科學、Discovery物理、奈米探索、足球機器人、與羽球共

舞等十六門課，讓學生進行無固定班級之跑班選修。高三共同選修課程，依教師

專長及學生需求開設異國美食、3D掃描列印、App 程式設計與應用、資訊科學與

應用、日文等十七門課，讓學生進行無固定班級之跑班選修。

★英文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數學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社會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自然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藝能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國文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足球機器人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許榮哲文學桌遊專題

▲模擬聯合國研習

▲數學教學與評量研習

▲地球科學資訊在生活中
的應用

▲地理科增能研習

▲一次晚餐的概念實施 ▲教師學習社群交流(ipad
班級管理運用)

▲第二外語-德文

▲高瞻課程工作坊

▲周益忠教授演講

▲歐美影集教學應用

▲艾薛爾的鑲嵌藝術研習

▲自製科學分析儀器研習

▲環境教育研習

▲樂樂棒規則研習與操作 ▲藝能科校慶作品展覽

▲茶道課程

▲高瞻嘉年華

▲飲食文學展學生專注聆聽
飲食文學介紹

▲台南女中英語教學分享

▲數學與魔術研習

▲心智圖研習

▲草嶺古道考察

▲創意3D公仔設計與製作

各學科教師積極參與專業成長研習、增進教學知能：
學校制定教師專業展評鑑獎勵辦法，鼓勵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藉

由教學觀摩(自評、他評)、製作教學檔案與積極參與研習，提昇個人教學專業知

能。目前已有71%的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秉承典範教師的專業教學風

範，化育未來女性領袖的優秀學子。

每學期由學科規劃至少三次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更在各學科領域與跨學科領

域積極成立教師專業社群。例如，整合五個學科之教師組成教學團隊，申辦科技

部高瞻計畫，發展校本特色課程「看見彰化之美」，並發展彰化在地文創品；整

合四個學科之教師組成「大榕樹」教學團隊，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榮獲教育

部教學卓越獎佳作。鼓勵教師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成立讀書會、學位進修，

以提升專業知識能力與教學績效。

104 學年度「讀書高手—

104學年度第1學期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高一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姓名
第一名 109 黃竹妤
第二名 115 林祈均
第三名 115 楊育媚
第四名 111 童雅慈
第五名 105 張沛涒

高二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姓名
第一名 202 陳鏡羽
第二名 214 詹喻茹
第三名 213 陳渝耘
第四名 211 黃懷萱
第五名 204 楊淳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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