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賀！１１１學年度沙鹿國中

升學成績大放異彩！ 

達第一志願標準共３２人 

國中教育會考５Ａ人數共４５人 

錄取公立高中職共計２９９人 

錄取公立五專共計１７人 

       

達第一志願標準 共計３２人       

羅楷翔 賴韋至 王胤修 吳映築 陳書睿 林柏翰 童靖婷 

張爚清 鄭浩佑 陳苡筠 王思惠 卓主誠 紀韋廷 丁昭瑀 

郭隽愛 顏凱瑞 陳浤睿 蔡享諭 吳嘉宜 陳倩筠 李婕恩 

洪紫雯 李秉檡 馮稟家 彭宥叡 楊俊紘 何昕祐 何蓁楣 

蔡知晏 陳宏達 陳志廣 王福文    

       

臺中一中 １６人       

張爚清 陳浤睿 羅楷翔 何昕祐 蔡享諭 賴韋至 卓主誠 

紀韋廷 陳宏達 陳書睿 王胤修 吳映築 楊俊紘 陳志廣 

王福文 李秉檡      

       

臺中女中 １１人       

王思惠 蔡知晏 吳嘉宜 陳倩筠 丁昭瑀 李婕恩 郭隽愛 

洪紫雯 童靖婷 何蓁楣 陳苡筠    

       

中科實中 １０人       

陳禹淇 林柏翰 顏凱瑞 劉婷瑜 馮稟家 陳雅婷 林博洋 

梁紫涵 廖睿恩 陳沛沬     

       

 



興大附中 ４人       

鄭浩佑 管子晴 歐至勛 陳庭宥    

       

文華高中 １５人       
陳禹璇 王脩任 鄭有琁 吳懷宇 林儀媫 顏士桓 陳秀瑄 

楊亞蓁 林思佳 蘇勻寬 黃科翰 白祐誠 陳苡謙 陳韻如 

陳佾忻       

       

臺中二中 ７人       

李俋嶠 紀諮霖 陳子盈 李沛璇 林睿紘 蘇文儀 洪祥瑜 

       

惠文高中 ９人       

李家瑜 何宥陞 陳昱達 王瑜穗 陳妏媗 侯一方 黃于萍 

江駿騰 蔡侑隴      

       

忠明高中 １人       

楊翰宇       

       

西苑高中 １人       

陳家豪       

       

清水高中 ４９人       

江芷妤 許斯涵 蔡硯筑 紀湘婕 莊鈺涵 何秉憲 梁雅涵 

施元智 陳弘運 黃家興 朱韻璇 楊芷旋 陳騏閩 張絜甯 

許郡庭 黃亭茵 陳荏碩 吳婉寧 盧姮圻 劉宇謙 陳妍希 

李盟偉 陳冠名 黃彥甯 顏郁蓁 黃慶宸 王永馨 劉家綾 

林旻毅 陳怡安 蕭宥閎 王書培 陳彤榕 陳宏智 王力民 

何姿儀 陳盈秀 洪仕帆 陳畇辰 施昀昕 鄭宥晴 莊芮昀 

陳苡瑄 陳楷涵 黃昱蓁 羅宇涵 何晏岑 蘇榆恩 全宇安 

       

 

 



臺中高工 １０人       

詹旻恩 林恒熠 盧奕誠 莊濬穎 王昆政 李育緯 田瑋樺 

紀宇澤 劉佳昕 白延益     

       

 

臺中家商 ２人       

胡景涵 薛海淩      

       

興大附農 １２人       

黃聖喆 李秉洋 陳品蓁 謝芷瑄 歐昕玓 林庭佑 高培竣 

張柏繼 李安樸 王宥惟 楊建明 郭明益   

       

豐原高商 ５人       

劉冠均 黃筠婷 陳家渝 吳俊毅 康恩瑜   

       

中港高中 ２４人       

郭子堯 王語安 吳欣陵 黃筱淳 林俊緯 王駿仁 張亦葳 

張孝銘 游士褌 王兆暄 陳泊廷 陳逢翊 黃鈺琦 林亞儒 

陳楹蓁 賴宥緁 石莙睿 黃詩庭 陳易楷 黃佩筠 李祉蓉 

李泳臻 吳育坤 陳秀銘     

       

龍津高中 １４人       

陳怡儒 高淳嘉 吳思螢 陳巧恩 蔡秉呈 王渝雯 陳芷瑩 

黃翊淳 蕭亦辰 王相富 洪意喬 莊雯雅 陳玟臻 黃思瑀 

       

大甲高中 ２１人       

王柏霖 楊玫玫 辜祉晴 蔡馨萭 紀安澤 王御任 侯芳蓁 

何翊瑄 林純恩 林立澄 張芸瑄 陳均政 蔡緹亮 白寶媃 

王昱權 陳羿汝 陳品睿 李宜蓁 林郁恩 陳冠澤 蕭彤恩 

       

 

 



市立東山高中 １人       

陽嘉成       

       

后綜高中 ３人       

陳相蓁 蔡昊恩 顏伊翎     

       

 

大甲高工 １６人       

李忻妤 毛詩尹 張至佑 蔣博寅 陳錦璇 卓文賢 林冠廷 

陳柏諭 李定有 洪瑞應 林其翰 林家愛 陳璿光 何奕昇 

陳巧恩 黃惠筠      

       

沙鹿高工 ４７人       

陳寓婕 蕭宥均 劉宇勛 劉諭陽 阮宇寬 周旻政 王恒祥 

李元豪 施承彣 童正豪 何宗諺 李承宥 劉俊佑 王彬宥 

戴崇安 陳安 張祐綸 羅昊文 許崇嵥 陳貞蓁 黃勁元 

吳亮諭 古健佑 柯竑甫 趙奕嘉 陳耿輝 王妘涓 陳浤林 

洪芷綾 張景堯 陳映慈 李金源 陳鈺珊 陳儀靜 張忠瑋 

林志翰 謝鎔駿 許聖婍 許桓瑜 蔡恩旋 洪薏喬 陳弘鈞 

李玟禎 陳仲罕 陳妍晰 王宇豪 羅宥呈   

       

新社高中 １人       

陳相樺       

       

東勢高工 ７人       

侯丞洋 陳弘翊 卓彥錀 蔡思璿 余佳柔 林筱涵 喬羿樺 

       

國立苑裡高中 ４人       

卓勝睿 鍾品如 李宇欣 陳亮妤    

       

縣立苑裡高中 ４人       

吳浩愷 王溦妡 陳祖妮 方鈺文    



       

國立卓蘭高中 ２人       

郭語芯 陳宥羽      

       

國立南投高中 １人       

陳均恆       

       

國立新營高工 １人       

王佑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１５人       

童羽辰 夏愉喬 温潤泰 陳子研 邱筠絜 張佑瑄 楊家琪 

蔡宛蓁 施姵宇 周琍瑩 白庭瑄 陳亮瑜 吳承昊 蔡佳恩 

陳梓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１人       

童柏潾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１人       

蘇喻玨       

 

 

 

 

家長會暨全體師生同賀 

2022.8.19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