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西螺國中學生傑出好表現、優質好成績榜單
★109 年第七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109 雲林縣藝術教育貢獻獎
109 年教育會考
★109 年畢業生 77﹪達雲林區國立高中錄取標準共 123 人
★21 人次達斗六高中、虎尾高中錄取標準
★就讀國立西螺農工共 88 人
★各科 26 人達 A 精熟以上
★超過六成考生寫作測驗達 A 等級以上
★就讀國立斗六高中、虎尾高中、斗南高中、北港高中、西螺農工綜合高中共 43 人
★就讀國立斗六家商、土庫商工、北斗家商共 5 人
★就讀國立虎尾農工、北港農工、嘉義高工、永靖高工共 6 人
★就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共 2 人
學術競賽
★109 年度綠城盃國中數學科能力競賽銀牌
林士朋
★第 60 屆雲林縣科學展覽-數學組佳作
王聖得、黃柏翰、劉騏佳
★第 60 屆雲林縣科學展覽-生活與應用科學（一）機電與資訊組第一名
廖容陞、廖振淵、廖翎涵
★雲林縣 109 年度國民中小學英語學藝競賽英語單字王第三名
林宗儀
科技競賽
★2020 豐泰文教盃全國機器人創作大賽榮獲國中七年級組第一名
廖浤鈞、廖明憲、蔡宗軒
★2020 豐泰文教盃全國機器人創作大賽榮獲國中八年級組第一名
林宗儀、林弘育、王健均
藝文競賽
★日本第 50 屆世界兒童畫展榮獲銀賞
廖灃得
★雲林縣美術比賽
程盈禎 漫畫類第五名
廖泓凱 西畫類佳作
★109 學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比賽入選
李俊錩
布袋戲社
★2020 雲林之光獎章
西螺國中布袋戲社團
★109 學年度雲林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傳統偶戲類布袋戲組第一名
林國順、廖翊廷、廖翊絡、方聖玄、廖紳惟、廖翊甫、廖勝朋、蕭㝐哲、

林益玄、黃勝為、林澤宇、程育琪、陳品紹、邱介、謝世絃、廖士宏、廖書釩、
廖紹助、黃泓瑋
體育競賽
▓羽球隊
★109 年度秋季縣長盃羽球錦標賽國中男子團體第一名
唐啟祐、張家和、林哲揚、王延書、簡博軒、謝守恆、陳柏丞、黃堉齊、黃彥彬、黃鴻宇
★109 年度秋季縣長盃羽球錦標賽
王延書 國中男生單打第一名
陳柏丞 國中男生單打第二名
林哲揚 國中男生單打第三名
黃堉齊 國中男生單打第五名
黃彥彬、黃鴻宇 國中男生雙打第一名
唐啟祐、簡博軒 國中男生雙打第二名
董宸毓、黃允成 國中男生雙打第五名
★109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組團體賽第四名 簡博軒、黃堉齊、林哲揚
★2020 中華希望之總太盃全國羽球錦標賽國中男生團體第二名
王延書、黃彥彬、林哲揚、黃鴻宇、簡博軒、唐啟祐
★2020 中華希望之總太盃全國羽球錦標賽國中男生團體第三名
劉核啟、林宥翔、黃堉瑋、陳韋翰、謝守恆、林揚程、張家和、王延賜
★2020 中華希望之總太盃全國羽球錦標賽
王延書 國中男生單打第一名
★嘉義市 109 年諸羅山盃暨全國壯年羽球錦標賽
廖芮萁 國中女子單打第一名、高中女子單打第一名
林哲揚
謝守恆
王延書
黃堉齊
林宥翔

國中男生單打第一名
國中男生單打第二名
國中男生單打第三名、高中男子單打第二名
國中男生單打第四名
國中男生單打第五名

陳柏丞 國中男生單打第五名、高中男子單打第四名
林哲揚、黃堉齊 國中男生雙打第一名
廖子綾、林渟涵 國中女子雙打第三名
謝守恆、林倉億 國中男生雙打第四名
董宸毓、黃允成 國中男生雙打第五名
廖子綾、林渟涵 高中女子雙打第一名
黃彥彬、黃鴻宇 高中男子雙打第二名
簡博軒、唐啟祐 高中男子雙打第三名

▓田徑隊
★雲林縣 109 年秋季縣長盃田徑賽成績優良
蔡炘桐 國中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五名
張森淮 國中男子組 400M 接力第七名、國中男子組混合五項第七名、
國中男子組 100M 跨欄第五名
廖品捷 國中男子組標槍第六名
黃勝宏 國中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五名、國中男子組 200M 第八名
鍾念倫 國中男子組 400M 接力第七名、國中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五名、
國中男子組 100M 跨欄第三名、國中男子組混合五項第六名
葉育名 國中男子組 400M 接力第七名
廖俊貴 國中男子組 100M 跨欄第四名
柳德恩 國中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五名
★109 年全縣運動會田徑賽
蔡炘桐 社會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六名
黃勝宏 社會男子組 1600M 接力第六名
廖俊貴 社會男子組 110M 跨欄第五名
▓武術
★雲林縣 109 年秋季縣長盃國武術比賽表現
程奕麟 國中男子組國術棍術第五名
李宥潁 國中男子組國術棍術第六名
張友柏
吳俊錞
丁一權
廖明暘

國中男子組國術長兵器第二名、國中男子組國術南拳第三名
國中男子組國術雙兵器類第三名、國中男子組國術對練第二名
國中男子組國術長兵器第四名
國中男子組國術對練第二名

▓滾球
★109 年度雲林縣執行運動 i 台灣計畫─特奧滾球比賽第一名
張怡晴、黃梓嘉、陳奕銘、廖悅全
★109 年度雲林縣執行運動 i 台灣計畫─特奧滾球比賽第三名
劉尚丞、廖鋐翔、吳家馨、廖子畯
技藝學程
★餐旅群技藝專班學生與導師參加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烘焙麵包丙級檢定合格共計 11 名
吳孟遙老師
江柏諭、廖祥豪、陳哲楠、蔡俊宏、劉隆恩、劉明杰、李泳棠、鍾永平、吳建富、蕭瑞成

本校就讀西螺農工畢業校友
★109 年升學考取國立大學榜單
劉子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程伯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廖一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詰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陸柏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建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王冠霖
高士桓
劉冠志
廖健佑
曾蘭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余家誠
程建霖
程冠瑝
陳景竑
林益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本校就讀斗六家商畢業校友
★109 年升學考取國立大學榜單
林宗瑋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李松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蔡淳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李松晏 國立屏東大學

陳柏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智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柏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李柏儀
林文堅
商學鎮
陳科諺
黃韋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吳偉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