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本校國中部升高中職暨五專榜單 

會考人數：256人（男-155；女-101） 

會考成績 錄取人數 
5A++滿分45分 3人 

5科均達 A以上  16人 

4科均達 A以上  23人 

3科均達 A以上  30人 

5科會考積分 43以上  7人 

5科會考積分 35以上 - 5A即 35點  (20%) 51人 

 

錄取學校  錄取人數 

錄取台中一中  1人 

錄取暨成績達國立彰化高中標準 (20%)、(男 33.5%） 52人 

錄取暨成績達國立彰化女中標準 (11%)、(女 27.7%) 28人 

錄取公立高中 （36%） 92人 

錄取公立高職、國立五專 （23%） 59人 

直升暨免試入學文興高中 （33%） 85人 

五專暨其它高中職 （7.8%） 20人 
 
5A++榜單 

黃○庭 蔡○竹 賴○呈  

 

5A榜單 

黃○庭 蔡○竹 賴○呈 蕭○承 陳○宇 邱○諺 吳○峻 傅○承 彭○育 陳○昇 

陳○丞 張○容 陳○瑩 趙○庭 卓○聲 黃○坤 共16人 （6.25％） 

 

4A榜單 

鐘  ○ 鄭○宏 李○均 陳○睿 陳○泓 李○寧 劉○鑫 張○庭 蔣○勛 范○綾 

張○辰 陳○宜 鄭○綺 林○勛 顏○軒 彭○程 許○瑋 謝○妤 余○璇 葉○宏 

胡○洹 陳○荃 蕭○緯 共23人 （9％）    

 

3A榜單 

邱○貴 蕭○頫 吳○純 盧○辰 陳○議 李○哲 林○倚 林○希 許○豈 賴○儒

陳○廷 陸○宇 魏○均 莊○肇 陳○廷 張○帆 詹○璇 黃○凱 高○彭 呂○泰       

梁○佑 蔡○諺 謝○妤 許○閏 鄭○墉 羅○誠 陳○嘉 謝○昕 陳○羿 蕭○諼 

共30人 （11.7％）    

 

錄取 台中一中  1人 

邱○諺 

 



錄取暨達錄取標準 國立彰化高中 52 人   

賴○呈 陳○宇 蕭○承 邱○諺 陳○昇 吳○峻 陳○丞 鄭○宏 陳○泓 傅○承 

蔣○勛 陳○睿 卓○聲 蕭○頫 李○均 黃○坤 李○哲 劉○鑫 彭○程 林○倚 

張○辰 陸○宇 胡○洹 葉○宏 陳○議 許○瑋 陳○廷 黃○凱 魏○均 蕭○岳 

張○帆 莊○肇 陳○荃 呂○泰 張○展 梁○佑 陳○聿 蔡○諺 蕭○緯 陳○廷 

許○閏 鄭○墉 余○霆 羅○誠 曾○任 陳○瑋 鄭○詠 王○仁 陳○嘉 謝○昕 

李○勳 蕭○誠   

 

錄取暨達錄取標準 國立彰化女中 28人   

蔡○竹 黃○庭 彭○育 鐘  ○ 張○容 李○寧 趙○庭 陳○瑩 邱○貴 吳○純 

陳○宜 盧○辰 張○庭 范○綾 鄭○綺 林○希 顏○軒 余○璇 許○豈 賴○儒

謝○妤 蕭○筑 詹○璇 高○彭 莊○嶔 謝○妤 蕭○伃 劉○帆  

 

錄取 國立員林高中 26 人 

蕭○承 陳○宜 高○彭 莊○嶔 蕭○伃 劉○帆 陳○嘉 蕭○諼 黃○婷 鄭○婕  

黃○翔 黃○諺 周○紋 謝○喧 許○城 廖○宜 謝○益 劉○銘 張○睿 許○筑  

黃○瑄 張○瑄 蕭○蓁 謝○瑩 周○峰 邱○綸  

 

錄取 國立溪湖高中 18人   

蔣○勛 李○哲 梁○佑 蔡○諺 陳○瑋 蕭○蓁 李○逵 鄭○惠 曹○威 吳○甄  

羅○雅 李○諄 黃○群 蕭○桓 許○彰 林○涵 章○恩 蕭○勛  

 

錄取 國立彰化高商 8人 

張○帆 張○芝 許○瑜 李○綺  張○軒 楊○帆 潘○煊 蕭○穎  

 

錄取 國立彰師附工 7人 

陳○羿 游○霖 蕭○承 蕭○翔 張○崴 鄭○哲 余○安  

 

錄取 國立崇實高工 14 人 

陳○廷 曾○任 李○琪 陳○倫 蘇○霆 曾勳 黃○澄 許○銘 黃○菱 石○佑 

吳○佑 蔡○暐 賴○穎 張○瑋  

 

錄取 國立員林家商 6人 

吳○融  蔡○妤 蕭○渝 黃○諺 劉○妤 陳○恩  

 

錄取 國立員林農工 6人 

廖○褕 蕭○祐 汪○旋 蕭○程 邱○融 曹○傑  

 



錄取 國立永靖高工 9 人 

邱○庭 賴○耘 陳○銘 林○均 謝○祐 許○瑋 朱○妤 黃○凱 林○勝  

 

錄取 國立北斗家商 7人 

王○品 黃○融 余○臻 蔡○甄 蕭○蓁 詹○安 李○瑜  

 

直升暨免試入學文興高中 85 人 

陳○宇 陳○昇 陳○丞 鄭○宏 陳○議 余○璇 黃○凱 謝○妤 莊○肇 陳○荃 

張○展 蕭○緯 鄭○詠 王○仁 謝○昕 朱○璇 陳○諭 盧○墻 吳  ○ 陳○蓉 

鐘○筑 錢○安 陳○妘 陳○宏 鄭○程 謝○容 陳○昀 蔡○煒 林○鋒 凃○程 

葉○嘉 陳○任 蔡○丞 陳○雍 陳○均 許○享 葉○叡 徐○程 梁○翔 李○曦 

暢○捷 劉○顯 蘇○秦 鄭○云 薛○倢 邱○淳 黃○家 許○嘉 徐○茵 張○妍 

翁○廷 董○愷 葉○維 黃○宥 凃○棋 邱○蓁 胡○瑄 林○穎 凃○烽 周○維  

廖○龍 楊○文 楊○文 洪○佑 林○汝 顏○妤 劉○展 邱○珊 蘇○榆 詹○昌 

劉○稷 劉○邑 賴○吉 李○睿 楊○綺 江○妤 蕭○恩 陳○彬 楊○澄 邱○廷 

蕭○程 楊○捷 黃○勛 江○原 張○薰  

 

錄取其他國、縣、市、私立高中職及五專 26人 

陳○廷 臺中二中          李○均 文華高中      蕭○頫 慈濟大學附屬高中  

吳○恩 田中高中          詹○翰 成功高中      李○勳 立人高中 

林○臻 精誠高中          邱○婷 精誠高中      林○諠 明道高中          

黃○凱 明道高中          蔡○祐 明道高中      謝○妤 巨人高中 

劉○宏 二林商工          陳○醇 達德商工      張○聖 達德商工    

蕭○瑋 達德商工          陳○誌 達德商工       

林○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魏○均 文藻外語大學  李○哲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賴○方 敏惠護專          楊○釉 敏惠護專      徐○云 仁德護專  

劉○宜 樹人醫專          陳○琴 樹人醫專      蕭○睿 崇仁護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