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應屆畢業生升學優異獎學金領取事宜 
1.領取日期：111 年 11月 05 日(六) 

2.領取對象：111 年度錄取公立高中、公立高職的畢業生 
3.注意事項： 

（1）請配合學校防疫措施，務必戴口罩，穿著高中制服，並攜帶學生證 

（2）未到須代領者，請攜帶「領獎學生高中的學生證」→尚未領取學生證可出示註冊證明 

（3）若當日無法領取，請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的上班時間至教務處領取(請提前電話聯繫) 

     ▨逾時獎金將歸還公庫將無法領取，敬請配合上述時段 

     ▨領取名單有誤請洽教務處 
4.當日流程：【畢業生 09：00 方能入校園】 
 

  【地點：教務處】              【集合位置：鉛球場】              【司令台前】 
 

 

 

 

武陵高中 陳柏言 李曉柔 林妤函 曾衡柏 劉啟安 林子晴 李佳寶 黃子銓 林暐智 范倢熏 詹宜珊  

         許有宏 宋承翰 郭晏呈 陳柏儒 劉守恩 廖耕德 朱薇安 陳科銘                   

中大壢中 黃謙曜 趙婞樺 王佑維 林仕軒 郭人豪 陳思伃 陳思璇 林宣佑 楊佳蓉 沈信儒 蔡宗儫  

         邱妤婷 黃欣晨 陳泓霖 洪榆雅 李家妡 黃彥竣 邱宜薰 楊又瑄 蔡府數 柯柏陵 梁侑芯  

         陳威辰 顏婉聿              

桃園高中 鄭閎澤 蔡聖賢 李承叡 陳勇傑 郭芸蓁 游子賢 石恩如 劉映葶 謝旻昕 吳宥霓 詹昀潔 

         郭雨璇 陳仲文 劉宇涵 劉映辰 曾勻暄 黃于璇 陳尚恩 楊佩蓉 賴諭宸 余品叡 吳庭章 

         王昱涵 邱冠磊 徐愷謙 角秀蕙 楊恩愛 李柏寬 黃少楷 洪榆婷 蘇毓涵 王宥謙 江是寬 

         沈俊吉 詹仕宇 施盈溱 高巧芹 

內壢高中 吳昀芸 蔡宜臻 康程鈞 陳樂美 蕭語彤 陳道隆 宋宜萍 洪新源 王宥淨 莊育寧 陳靚瑋 

         江元瀚 李家瑄 曾子秦                        

陽明高中 張閔閎 張僑恩 塗鋅詠 林宥翔 曾冠豪 黃婉淇 王宥恩 陳仲威 蔡新佑 黃稚萱 張芷齊 

         葉珮儒 李相穎 許宜岑 洪佩宜 張語桐 蔡函容 林宥妤 鄭雅全 顏席恩 郭沂囷 林竑廷 

         胡翊紘 陳毓深 郭品孜 蕭亦菲 郭彥廷 羅景容 劉曜愷 李孟潔 曾亭蓁 鄒恩妤 尹思涵  

楊梅高中 周鑫辰   

永豐高中 李樂家 陳讓 黃晧鎧 游芷函 陳薇琳                                 

南崁高中 許恩銘 盧品捷 楊麒安 邱靖凱 鄭子均 王宥芹 沈子祐 王又禾 曹程崴 盛柏禕 張惟智 

         周浩翔 周姵岑 鄭淯仁 李奕寬 胡善宥 黃立銘 鍾伯穎 簡均憲 許博硯 游皓翔 蔡欣容 

         古晉  郭宥均 林育蓁 洪珮雯 譚正傑 蔡以理 唐劉芳攸 許家嘉 楊捷羽 賴懷安      

大園國際高中 李佳芳 陳思縈 林妍汝 黃雅姍 吳凱蒂 邱郁雯 羅玉豔 黃巧媛 王呈諭 劉上熏  

             詹閎堯 賴東澤 呂宜蓁 王彥勛 劉姿賢 呂承恩                     

壽山高中 蘇儀恩 謝博謙 蔡宥棋 許芷菱 林子煒 楊恩慈 楊恩榕 林妤庭 梁洺瑄 童千珈 王德祈 

         高庭頡 徐丙丞 郭景揚 簡廷丞 簡安妤 陳妍蓁 蔡沄蓁 陳柏睿 李䒕霆 洪柔甄                 

大溪高中 張詩儒 徐旭辰 呂厚廷  龍潭高中 沈紹瑜  觀音高中 張維壬  北門高中 吳凡皓                                     

馬祖高中 吳亦凱 黃柏綸         三重高中 陳俞佑  竹圍高中 陳銘哲  清水高中 黃翊辰                                   

北科附工 林震宇 胡品宏 劉宗穎 陳佑筑 莊宸堯 盧睿澤 趙子維 莊佳澐 李宥澤 程品佑 吳秉陽 

         李立山 林恩宇 鄭有翔 林洧澤 邱于峻 黃柏翔 王柏鈦 李佳翰 陳俊滕 黃靖騫 周柏翔 

         石子峰 王俊驊 陳柏睿             

中壢高商 林軒宇 簡莘容 謝承學 楊忻恩 黃思晴  中壢家商 江敏慈 徐靖婷 陳以馨                                   

台北科技大學(五專)  簡弘恩 凃凱耀            花蓮高工 許勝恩   

高雄餐旅大學(五專)  謝翔宇                   大安高工 杜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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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領取獎學金 •前往鉛球場等待合影 •應屆畢業生表揚

恭喜各位 

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