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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輔導室

員林鎮長杯田徑錦標賽

田徑總錦標男生第一名/女生第
二名/200公尺第二名610張芷瑄
壘球擲遠與鉛球第一名610陳揚
昊
60公尺第一名與100公尺第一名
610賴怡臻
鉛球第一名610吳奕臻
壘球擲遠第五名602許芳郁
60公尺第一名與100公尺第一名
603黃建勳
60公尺第三名與跳遠第三名611
黃祥城/200公尺第五名與跳遠第
二名603李明鍵
跳高第一名602游進義
跳高第三名611林子平
壘球擲遠第三名604江俊穎
鉛球第二名602陳奕辰

上海音樂學院國際考級 小提琴優良201張茹奕

山葉音樂鋼琴檢定
八級501張佳琳
十級411郭蓁瑋

第59屆全國珠心算技能檢
定

心算四段308楊翊琦
心算十級與珠算十級308黃宜靜
珠算四級與心算一級308施建誠
心算四級106賴震祐

全國珠心算數學競賽
504陳彥騰珠算四級/心算第二名/
數學第三名
心算第三名102邱柏勳

第15屆彰化縣長盃數學暨
語文競賽

數學第三名610賴宛儒
語文第三名與數學第三名賴銘凱

《國語日報》 刊登作文604歐星佑

第11屆李春盃作文比賽 佳作406張鈞皓

中華民國國際美語教育協
會檢定

兒童組合格201游竣凱

第5屆南投市全民經典會
考

評鑑通過三科成績優異103張宇
絜

臺中市方圓杯圍棋比賽 第二名309張語謙

全國文化盃比賽
大提琴優等610劉一澄
鋼琴第七名210盧雅琪

Technics Music Academy
鋼琴檢定

十一級406林鈺瑄

黃金布拉格音樂大提琴檢
定

十一級501楊巧東

史坦巴哈音樂進級檢定 十一級308巫宜臻

伊利若鋼琴演奏檢定 十級311徐銘鴻

第52屆全國珠心算數學聯
合測驗

珠算十一級101李岳樹/102黃祺雅
/107張子毅、王辰維
310詹捷茹心算六級/珠算八級/資
優數學合格
珠算六級與心算二級308陳奕蓉
405楊哲仲數學特優/心算一段/珠
算四級

精實數學測驗 D級205郭芯

彰化縣民運動會

60公尺第五名/100公尺第六名
610賴怡臻/
400公尺接力第二名與800公尺接
力第一名610張芷瑄/賴怡臻/鉛
球第八名610陳揚昊
60公尺第三名與100公尺第四名
603黃建勳/
400公尺接力第二名603黃建勳
/611黃祥城/
800公尺接力第一名603黃建勳
611黃祥城
混合運動第四名602游進義

第60屆全國珠心算計能檢
定

珠算七級與心算六級104梁俞吟
珠算四級與心算一級312陳家綺

第13屆何嘉仁全國英語檢
定

一級405黃芳盈/404張珮汝/二級
404江浤竹/507林瑄寓

全國兒童美語檢定測驗

四級404游閔鑫/江秋年/許安慈
/409徐珺嫆/606謝文瑋/合格308
胡云宣/409黃郁詞/409林羿帆/三
級501游程閎

佳音美語拼字暨閱讀比賽 第三名404許立瑋

臺灣國際盃舞蹈運動世界
錦標賽

第五名109楊亦嫻/第七名507黃
琦

第12屆李春盃教師節作文
比賽

第二名406張鈞皓/411郭蓁瑋

員林鎮新生社區建里四十
週年中秋親子創意捏土比
賽

佳作406賴葦杭

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活動
南彰化區繪畫比賽

佳作406賴葦杭

第58屆全國珠心算測驗
珠算五級與心算三級406劉妤婕
/心算三級202邱建樺/珠算七級
203胡立昀

彰化縣跆拳道錦標賽國小
品勢紅帶

第二名510羅子祐/第三名608賴
亭諭

彰化縣理事長杯全國跆拳
錦標賽國小品勢

黑帶二段第三名609黃婉毓/紅帶
第三名608賴亭諭

河合鋼琴等級檢定測驗 十一級207莊孟凡

第12屆磺溪文學獎
邱美都作品《搶救》獲報導文
學獎

99年7月

99年8月

99年9月

臺北蝴蝶杯桌球賽 第五名504莊曼平

員生醫院健康防癌兒童夏
令營

表現優良404游閔盛

彰化縣直排輪勁速比賽 第四/五/六名603劉闊榛

劍橋英語檢定 高級610鐘子涵

《國語日報》 刊登作文604歐星佑

統一超商百川門市海綿寶
寶著色比賽

佳作103張宇絜

青少年第二語言英語檢定 二級503黃婉綾

鮑金秀心算競賽
第一名308楊翊琦/第二名104梁俞
吟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 入選302徐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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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0月

彰化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四年級女生團體組亞軍209黃若
慈/402張如嘉/404陳品蓉/409王
心妤

國語盃一年級注音符號比
賽

第四名103高筠婷

中華民國國際美語教育協
會兒童美語檢定

四級通過611張萱伶

強森英文演講比賽 第二名205邱鈺婷

徐葳英文升級考 KK級優異307林嘉俊

YLE劍橋英文檢定 一級308陳柏睿

彰化縣經典會考
論語1-5篇合格201陳芊妤/大學證
釋本合格201陳羿亘

黃鐘獎國樂考級 笛子一級優等409曹鈞翔

《人間福報》 刊登作文604歐星佑

彰化縣經典會考
通過兩科二段成績優異103張宇
絜

彰化師範大學傑出校友獎 邱美都學術類傑出校友獎

99年11月
讀報創意達人競賽 優勝406黃沛芛/指導教師盧虹汝

彰化縣臺灣母語繪本製作
比賽閩南語

優勝406黃沛芛/賴葦杭。指導教
師盧虹汝

彰化縣關懷盃臺語演講比
賽南彰化初賽

優勝406劉念維。指導教師莊文
岳/盧虹汝

彰化縣師生海洋遊記創作
比賽

佳作406黃沛芛。指導教師盧虹
汝

彰化縣長盃武術錦標賽

套路長兵器第二名306曾湘婷/第
三名209曾譯瑾/第四名501哀凱
清/武術基本拳第五名306曾湘婷
/第六名209曾譯瑾。指導教師陳
漢賓

彰化縣長盃游泳錦標賽

50公尺蝶式第三名與100公尺蛙
式第三名506張家維/仰式50公尺
第二名與100公尺第三名601張家
輔/100公尺仰式第四名610顏琬
諠

山葉音樂能力檢定 十級205郭芯伃
全國美語星光大道團體歌
唱組

表現優異409黃郁詞

全國兒童青少年英語分級
檢定

一級501劉子儀/三級405徐靜吟

全國創意教學獎競賽 教師黃健行獲甲等

彰化縣臺語歌謠獨唱
優勝602王鈺翔/603張翊萱。指
導教師劉夜蘭

彰化縣舞蹈比賽

古典舞團體第三名407鐘思栩
/402林昱涵/蔡心榕/507黃琦/504
高欣妤/利昀/501羅雅心/608林筠
心/401王雨彤/謝名華。指導教師
游月說。民俗舞個人組第一名
504利昀/古典舞甲等504高欣妤

彰化縣精進教學教師創意
班級經營

教師邱于容獲銀像獎

彰化縣九年一貫課程電子
報

刊登教師盧虹汝作品第337期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第336
期「客語教學進階師資研習」/
「精進教師教學診斷能力工作
坊」

第18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
畫初賽入選

108詹晶晶/105黃瑋謙/黃鈺甯
/303陳芷翎/309賴郁叡/404陳品
蓉/604游雅雯/611游珈茵。指導
教師謝玉嬌/黃淑娟/高惠慈/周君
芳/黃中蘭/吳健榮/李佳瑾

彰化縣國小教師組讀者劇
場劇本創作徵選

教 師 沈 佩 瑛 / 蔡 宜 臻 創 作
Nobody,Somebody獲優等/學生團
體組第三名607劉沛淇/609賴怡
諄/黃韻如/611詹勛翔/609江嘉豐/
李玄同/611吳承翰/莊惇喻

彰化縣合唱比賽
南區第一名。指導教師劉夜蘭/
陳庭翊/賴韻文

《人間福報》
刊登作文604歐星佑。指導教師
吳健榮

109楊亦嫻參加緯來電視緯來電視26台小孩很忙節目七歲小
朋友跳佛朗明哥。指導教師湯湘湘

彰化縣美術比賽
第三名303吳承穎。指導教師高
惠慈

彰化縣交通安全廣播劇比
賽

第三名406黃沛芛/劉念維/賴葦
杭。指導教師黃雅菱

中國語文協會全國國語文
競賽

第一名502賴彥臻

99年12月

彰化縣合唱比賽
團體鄉土歌謠冠軍/同聲合唱優
等/指導教師劉夜蘭/陳庭翊/賴韻
文

彰化縣臺語歌謠我最棒競
賽

福佬語系個人獨唱優選602王鈺
翔/603張翊萱。指導教師劉夜蘭

彰化縣智慧果雜誌
年度團體績優獎/刊登畫作106黃
子芸。指導教師陳靜萱

彰化縣精進特殊教育教學
品質作品徵選

優等周育瑩/甲等蘇裕弘/佳作李
慧貞/邱秀芬/梁美子/巫敏綾等教
師

彰化縣自由軟體與創用CC
電腦繪圖競賽

優等504利昀/佳作505張睿芸/507
黃浚泰/黃琦。指導教師林志勇

彰化縣街頭藝人認證 審查通過故事服務隊員胡靜

第32屆中華民國數學協會
全國奧林匹克競賽

數學合格與自然科銀牌獎610賴
宛儒/自然科銀牌獎409賴銘凱/
優勝411張志謙

員林鎮理事長盃國際標準
舞全國公開賽拉丁青少年
組

第二名109楊亦嫻

全國舞蹈比賽彰化縣初賽

團體兒童舞蹈甲等第三名211謝
芷莛/民俗舞優等507徐珊彤/501
謝旻瑜/邱子庭/古典舞甲等501
羅雅心/個人組古典舞甲等504高
欣妤/民俗舞甲等608林筠心。指
導教師游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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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九年一貫課程電子
報

刊登教師盧虹汝作品第341期
「閱讀策略與實務教學研習」
/第342期「創意閱讀與創意寫
作」/「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認
識與輔導--以過動兒為例」

彰化縣國中小學第11期主
任候聘甄選

教師黃港友錄取國小一般主任

全國卓越盃數學競賽
特優601張家輔/優勝503邱明
叡。指導教師陳廣仁/陳凱惠

中華珠心算數學教育學會
全國心算/語文暨數學競
賽

心算第三名107江瑋哲/104梁俞
吟/第二名106林嘉佑/201劉哲誌
心算第一名/語文第三名/數學第
二名/心算語文數學總冠軍306徐
小惠

100年1月

第53屆全國珠心算數學聯
合測驗

109張芸僑資優數學特優/心算五
級/珠算八級/心算七級和八級102
邱柏勳/201游閔安
數學特優/珠算七級/心算四級/
心算一級與數學特優208詹東濬
/405楊哲仲
數學特優/心算二段/珠算三級
/311張芷綺
資優數學特優/心算一級/珠算六
級
資優數學特優207偕芷妍/合格
211施宛伶

第61屆全國珠心算計能檢
定

心算四級104梁俞吟/心算四級與
珠算8級107江緯哲

第32屆中華數學協會全國
奧林匹克自然科與數學競
賽

自然科銀牌409賴銘凱/610賴宛
嬬/優勝411張志謙/505吳致廷。
指導教師謝雲繽/夏菉沂/黃月娥
數學二等601張家輔。指導教師
陳廣仁

國際扶輪3510地區全國扶
輪盃國術武術錦標賽傳統
套路

北拳第三名與南拳第二名610蕭
昱丞
南拳第四名201游竣凱
南拳第五名610陳揚昊

第12屆員林桌訓盃桌球錦
標賽

單打冠軍402張如嘉
亞軍409王心妤
季軍404陳品蓉

彰化縣友誼盃桌球賽國小
甲組

冠軍504莊曼平

彰化縣體育季跆拳道錦標
賽品勢

黑帶一段第三名608賴亭諭/紅帶
第二名510羅子祐。指導教師陸
世平

吉的堡英語檢定 入取504徐維祥/游天瑞

第10屆何嘉仁全國青少年
美語寫作演說比賽

表現優異404江浤竹

彰化縣教育盃圍棋公開賽 季軍407陳易辰

《國語日報》 刊登作文604歐星佑

第2屆杉林溪盃全國書法
比賽

佳作509王郁瑄/511黃郁真/指導
教師王志龍

彰化縣身障生守護天使表
揚

故事服務隊獲優良團體獎

彰化縣學生音樂比賽
琵琶獨奏第三名611黃沛葶/608
林筠心/柳葉琴獨奏第三名陳怡
彤。指導教師林雅玲

第13屆李春盃作文比賽 第一名406張鈞皓

第15屆全國作文測驗 九級407陳妤蓁

第18屆臺中縣文化中心全
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初選

入選611游茄茵/404陳品蓉

第18屆全國珠心算測驗
珠算四級與心算二級406劉妤婕/
心算二級203汪承祐

全國心算語文數學競賽

心算第一名與數學第二名201劉
哲誌/數學第三名201譚筱蓓/心
算第四名201楊家鎮/心算第二名
106林嘉佑/第三名104梁俞吟/107
江緯哲

環保睦鄰盃全國圍棋錦標
賽

十三級優201蘇柏先

彰化縣葡萄戀戀采風行寫
生比賽

佳作504游天瑞/第一名附幼張宇
桀/第三名附幼游采祐

員林鎮體育會理事長盃國
際標準舞全國公開賽拉丁
青少年

指導教師湯湘湘/507黃琦華爾滋
第一名/探戈第一名/捷舞第五名
/109楊亦嫻華爾滋第二名/探戈
第二名/捷舞第四名/200陳佳欣
捷舞第七名

中華民國國語文研究協會
彰化區國語文競賽

特優107林妙薇/605黃品豪/第一
名502賴彥臻/優勝503黃婉綾/505
吳致廷。指導教師黃淑真/吳欣
欣/許雅蓁/楊惠珍

員林都市計畫圍籬彩繪比
賽

第三名211賴弘昇/指導教師楊慧
雲

歐洲嘉年華面具創意彩繪
比賽

優選207邱怡婧

第11屆慈龍杯全國書法比
賽

佳作505吳韋岑/509王郁瑄/511黃
郁真。指導教師王志龍

100年2月

彰化縣中小學聯運

田徑總錦標男生冠軍/女生第六
名/100公尺第三名與混合三項第
二名603黃建勳/60公尺第三名與
跳遠第二名611黃祥城/跳高第三
名與混合三項第六名602游進義/
跳遠第五名603李明鍵/鉛球第七
名610陳揚昊/400公尺接力第三
名與800公尺接力第五名602游進
義/603黃建勳/604江俊穎/611黃
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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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中小學聯運

60公尺第一名與100公尺第三名
610賴怡臻/鉛球第四名602吳奕
臻/100公尺第八名602蒲鈺琳/400
公尺接力第六名602蒲鈺琳/許芳
郁/610賴怡臻/張芷瑄/800公尺接
力第八名602蒲鈺琳/604游雅雯
/610賴怡臻/張芷瑄

花在彰化繪畫比賽 第三名209黃若慈

全國美術比賽
入選303吳承穎。指導教師高惠
慈

全國少年桌球菁英賽中區
女勇組

季軍402張如嘉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區民
俗舞決賽

甲等504利昀

臺中肚皮舞協會肚皮舞公
主選拔

第四名109楊亦嫻

史坦巴哈音樂檢定 十一級205邱鈺婷

員林鎮新生社區燈籠彩繪
比賽

高年級組第二名307林嘉俊/幼兒
組第一名106林嘉佑

山葉鋼琴檢定 七級501蘇信碩

哈佛納全國音樂比賽 鋼琴第四名503黃婉綾

彰化縣閱讀推手甄選 故事服務隊團體組優異進入複選

彰化縣國民電腦繪畫比賽
佳作612 林詩萱/402 江巧圓
入選610 黃莉淇。指導教師周育
瑩/林志勇

花在彰化系列活動學生學
習單作品徵選

優等204劉貽心/501張家睿
佳作204劉珉蓁/303劉映寬/308施
建誠/303陳芷翎/209黃若慈/109
張芸僑/307李維庭/311張芷綺
/208賴冠佑
入選406賴葦杭/黃沛芛/403蕭博
亘/501游淳羽/劉子儀/張佳琳/502
褚紘齊
。指導教師徐媜姿/高惠慈/馬嘉
穗/吳品節/黃瓊瑤/陳仙祺/游雅
凌/李秀春/歐陽萌君/盧虹汝/林
淑惠/吳欣欣

佛光山員林講堂「人人行
三好，好心會發光」兒童
繪畫比賽

佳作211施宛伶

臺灣音樂教育協會黃鐘獎
國樂考級

大提琴二級張乃元
一級309康殷奇/陳右崧/陳芊妤
笙一級陳泳銜/陳芊妤
中阮一級優等303詹珮蓉
笛子一級特優408施廷融/311蔡
羽翔
二胡一級甲等405蔡博雲
琵琶一級吳昀容
直笛一級優等311蔡羽翔

全國少年桌球菁英賽 季軍402張如嘉

彰化縣友誼盃桌球賽高年
級組

第二名610余柏緯

100年3月

中區桌球少年國手資格賽 進入複選504莊曼平

第59屆全國珠心算測驗
珠算三級404許立瑋/六級407陳
妤蓁
心算四級胡立昀/二級202邱建樺

中華民國國際美語教育協
會英文檢定

一級501邱子庭/一級優等309游
少祁/張雅齊

臺灣肚皮舞女王/公主后
選賽

表現突出507黃琦

第2屆肚皮舞公主/王子后
選賽

第四名507黃琦

彰化縣九年一貫課程電子
報

教師盧虹汝作品刊登第344期
「特殊學生在普通班級的輔導
實務」/第345期「寶貝母語成果
展演」
第346期「琉璃創作DIY研習」
教師楊政男第345期刊登「校本
健康教育教學師資培育與專業
成長研習」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
執行成果

優等

興賢書院慶祝創建205年
文昌帝君聖誕活動才藝競
賽

旗鼓隊最佳民俗獎

國際同濟會總會長盃全國
圍棋公開賽

四段第八名502賴彥臻

全國港都盃國武術錦標賽
傳統套路

北拳第二名與南拳第四名610蕭
昱丞/201游竣凱北拳第三名與南
拳第四名
402巫冠昱國術北拳第一名/三路
長拳第二名/武術北拳第三名/三
路長拳第二名/少林長棘第二名
南拳第三名陳揚昊

彰化縣葡萄小精靈選拔 進入複賽109楊亦嫻

第14屆李春盃母親節作文
比賽

第三名406張鈞皓/311蔡羽翔/佳
作405蔡博雲

第8屆國際同濟會彰化 B
區兒童才藝競賽

樂器表演琵琶第二名406賴葦杭/
第三名406黃沛芛
舞蹈表演團體組最佳舞動拉丁舞
優異獎404洪柏瀚/507黃琦
最佳演出獎501羅雅心
最佳默契獎吳畇萱/109張芸僑/張
家綺/張裕珮/許芳瑋
第二名優勝504利昀/高欣妤/608
林筠心

第4屆敦仁醫院戶外寫生
比賽

優等103高筠婷

扶輪盃武術比賽
三路長拳第三名與小虎燕第三名
402巫冠昱

第35屆自由盃個人桌球錦
標

第五名402張如嘉

2011桌球少年國手資格賽 第五名610余柏緯

1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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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珠心算競賽
106蕭善彧心算第二名/數學第一
名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610賴怡臻800公尺接力第一名
/1200公尺接力第四名/60公尺第
七名。指導教師黃健行

彰化縣南區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優選502鄧婷云/國語朗
讀優選507賴潔豊/國語字音字形
優選502賴彥臻。指導教師吳秀
如/楊惠珍/吳欣欣

員林國中體育班甄選

本校錄取18名。601許倩蓉/601游
少凱/601游吉幃/602黃柏愷/602
黃祥瑜/602徐宥荃/602賴柏瑄
/602許芳郁/606游仕憲/607林新
峰/607游鎧倫/607賴建彰/608蘇
億捷/608鄭宇成/608劉子詰/609
黃湘荃/610余柏緯/610張芷瑄

彰化縣長盃動植物辨識比
賽

佳作110仇瑄辰。指導教師劉碧
珠

彰化縣葡萄公主選拔
最佳才藝表演獎教師黃誼珊/葡
萄小精靈創意影片行銷獎五07賴
潔豊/最佳最佳才藝獎109楊亦嫻

彰化縣直笛分區賽

團體優等第三名
甲組重奏優等606鄭沛珊/607劉
沛琪/608游霈柔。導教師劉夜蘭/
陳庭翊/石雯齡

師生榮譽榜
 文/輔導室

彰化縣愛家515小手做家
務四格漫畫初選比賽

優勝入選611詹忠瑋/204詹茵淇
/203陳楷媞/610劉ㄧ澄/603吳尚蓉
/506張羽倫/308黃書俊/406賴葦杭
/501蕭霈晴。指導教師徐媜姿/陳
嬿庄/巫宜靜/郭盈均/李佳瑾/謝
春宣/馬嘉穗/盧虹汝/歐陽萌君

彰化縣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教職員組聯隊冠軍教師董秋蘭/
工友黃耀祥
五年級女生組團體殿軍402張如
嘉/404陳品蓉/405陳芷佩/409王心
妤

中正盃少林拳武術錦標賽
鐵扇組

第一名501哀凱清

第14屆李春盃母親節作文
比賽

第三名207陳楷杰/佳作407林冠
邑

臺灣區奧林匹亞菁英盃數
學競賽

優等208劉柏寬/合格301王宇寰

臺灣省珠心算學會技能檢
定

心算六段411賴鉦傑

第17期《閱讀會訊》刊登
邱于容老師作品〈閱讀香氛滿溢
靜修〉

全國合唱鄉土歌謠比賽
福佬語團體最高榮譽優等。指導
教師劉夜蘭/陳庭翊

雲林縣北港媽祖藝閣遶境
繪畫比賽

第一名610劉一澄

參加並協辦金氏紀錄親子共讀在彰化活動圓滿成功

2011年打造運動島直排輪
競速溜冰錦標賽計時賽

600公尺第三名/300公尺第四名
603劉闊榛/300公尺第六名/600公
尺第四名204劉  蓁/300公尺第五
名/150公尺第六名305曾奕兼。
指導教師劉東承

彰化縣教育盃游泳錦標賽
50公尺仰式第一名601張家輔
50公尺蝶式第三名506張家維
100公尺自由式第四名610顏琬諠

中華民國第51屆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

優等「沙子與摩擦力的關係」
509王鈺淳/賴昱臻/黃薇蒨/張家
華/王郁瑄
佳作「竹節蟲的成長與繁殖」
509劉彥廷/黃柏榮/賴楷智/黃育
祥/游和樺/謝孟泰
佳作「水生植物淨化水質能力探
討」611莊惇喩/陳美諭/吳承翰/
詹忠瑋/彭彥綸/詹勛翔。指導教
師葉國棟/李佳瑾/王志龍/呂昭韻

彰化縣孝親家庭月南區語

文競賽國語說故事組

優勝508賴承億。指導教師呂昭

韻

彰化縣國民田徑賽

60公尺第一名陳璟霖/黃祥芸/第

二名林詩萱/第三名黃玟豪/第四

名張俊杰/第八名李佳靜/立定跳

遠第一名陳璟霖/第二名黃玟豪/

第四名林詩萱/第五名張俊杰/李

佳靜/黃祥芸/第六名游芳立/第七

名鄭聖翰/壘球擲遠第三名鐘巧

昀/第六名賴佳筠/王堤筠/第七名

謝廷沛。指導教師周育瑩/蘇裕

弘/蔡珮緹

彰化縣中小學特殊優良教

師獎
魏宜欽主任

彰化縣媽祖信仰文化祭詩

詞創作比賽

優等501楊巧東/佳作501鄭詠澤/

劉子儀/張博智/蕭義橙。指導老

師歐陽萌君

第2屆臺灣肚皮舞媽媽選

拔賽明日之星

金牌獎第一名黃琦/金牌獎第二

名游琳萱/游佳靜/銀牌獎第三名

與銅牌獎第三名洪柏翰/金牌獎

第三名與銅牌獎第一名楊亦嫻

中國信託員林分行親子聯
合作文比賽

佳作404江浤竹。指導教師黃中

蘭

彰化縣媽祖信仰文化祭詩
詞創作比賽

優等501楊巧東/佳作501鄭詠澤/
劉子儀/張博智/蕭義橙。指導教
師歐陽萌君

彰化縣本土詩歌朗誦競賽
第一名「員林鐵枝」。502與509
班學生。指導教師魏宜欽/邱美
都/吳欣欣/葉國棟

註：資料取自各班榮譽榜填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