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組

109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獲獎名單
110年3月27日～28日請至1樓A區新北紀念品區領取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楊順富 楊○陞 34 溫家榮 溫○儒 67 翁竹音 陳○涵 100 吳文達 吳○祐

2 鄭豐洲 鄭○忻 35 張元彥 張○睿 68 翁竹音 陳○涵 101 劉光強 莊○驊

3 鄭豐洲 鄭○安 36 蘇益弘 蘇○丞 69 柳堯元 柳○祐 102 劉光強 劉○毅

4 詹仙如 王○宸 37 張俊彥 張○馨 70 柳堯元 柳○亦 103 黃介文 黃○迪

5 吳芳儒 楊○棋 38 林明寬 林○妤 71 王楊元 王○森 104 盧泰良 盧○菱

6 康智為 康○甯 39 林明寬 林○叡 72 王嘉祥 王○瑞 105 莊維凱 莊○霆

7 康智為 康○棆 40 陳開盛 陳○羽 73 陳秉昊 陳○亦 106 王致偉 王○民

8 曾志光 曾○晴 41 周信宏 周○亦 74 陳秉昊 陳○碩 107 蔡俊宏 蔡○妤

9 曾志光 曾○鈞 42 周信宏 周○潔 75 吳啟成 吳○宇 108 洪秀幸 陳○諠

10 廖君薇 葉○菱 43 魏志豪 魏○心 76 陳威廷 陳○均 109 林方彥 林○昊

11 廖君薇 葉○廷 44 魏志豪 魏○心 77 蔣德才 蔣○一 110 林方彥 林○彤

12 黃耀民 黃○誼 45 林衍至 林○真 78 陳聖怡 葉○辰 111 盧泰良 盧○慈

13 黃耀民 黃○慧 46 劉家祥 劉○寧 79 邱重霖 邱○杰 112 鄭俊東 鄭○芝

14 雷逸鳴 雷○翰 47 劉家祥 劉○昌 80 邱重霖 邱○涵 113 鄭俊東 鄭○溱

15 鄧景文 鄧○謙 48 陳秀國 陳○璵 81 余怡蕙 汪○芳 114 謝錚婷 李○震

16 陳科翰 陳○霖 49 陳秀國 陳○璠 82 余怡蕙 汪○舒 115 黃正昌 黃○涵

17 唐愷鴻 唐○涵 50 陳宜宏 陳○霓 83 郭俊佑 郭○維 116 黃正昌 黃○芸

18 劉佳明 劉○庭 51 陳宜宏 陳○希 84 黃大龔 黃○翔 117 戴翔琮 戴○軒

19 劉佳明 劉○丞 52 陳建旭 陳○衡 85 陳鏗鏘 陳○臻 118 戴翔琮 戴○蕎

20 黃麗明 林○逸 53 曾柏文 曾○柔 86 沈士鈞 沈○晴 119 黃昱文 黃○華

21 黃麗明 林○寧 54 曾柏文 曾○宇 87 王智明 王○凡 120 汪仁英 張○竣

22 林靜佩 廖○鈞 55 陳玟秀 陳○睿 88 林宴莊 林○淨 121 謝孟學 謝○寰

23 林靜佩 廖○晴 56 陳玟秀 陳○曄 89 蔡光倫 蔡○杉 122 高宇鋒 高○晰

24 林靜佩 廖○茗 57 林建志 林○妏 90 施勝山 施○恩 123 高宇鋒 高○瑄

25 吳昱霆 吳○函 58 林建志 林○妤 91 施勝山 施○心 124 林佶弘 林○毅

26 郭玟鑫 郭○佑 59 簡武俟 簡○伊 92 趙文瑄 陳○樂 125 林佶弘 林○宇

27 郭玟鑫 郭○毓 60 簡武俟 簡○直 93 劉耐翔 何○樂 126 陳式萱 蘇○彤

28 許偉宇 許○祈 61 楊昌儒 楊○儒 94 劉耐翔 何○恩 127 黃萬騰 黃○雅

29 賴易廷 賴○翰 62 王盛平 王○聖 95 黃日宏 黃○熙 128 黃萬騰 黃○博

30 何孟育 何○瑜 63 王盛平 王○歆 96 黃日宏 黃○勝 129 劉必慧 張○瑋

31 林宗賢 林○潼 64 陳益貞 王○博 97 林克省 林○嬑 130 顏國濱 顏○軒

32 曹偉揚 曹○怜 65 楊甯雅 蔡○熹 98 林克省 林○靜

33 溫家榮 溫○錡 66 詹益恩 詹○曦 99 廖威勝 廖○靚

※ 序號非照成績排序 ※



109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奧林匹亞 牙醫學系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楊順富 楊○平 34 王致偉 王○涵

2 洪嘉男 洪○傑 35 洪秀幸 陳○宣

3 葉哲志 葉○維 36 洪秀幸 陳○穎

4 曾志光 曾○婷 37 謝錚婷 李○嫺

5 雷逸鳴 雷○翰 38 黃純偉 黃○栗

6 何孟育 何○宏 39 林佶弘 林○萱

7 簡義晃 簡○佑 40 顏國濱 顏○辰

8 王利文 王○丞 41 蔡東螢 蔡○瑾

9 張元彥 張○瑋

10 柯大為 柯○翔

11 陳建旭 陳○均

12 劉三奇 劉○杰

13 劉三奇 劉○宜 

14 張蕙君 史○艾

15 林俊宏 林○廷

16 朱少嫻 賈○善

17 吳啟成 吳○妤

18 吳政儀 吳○瑩

19 陳聖怡 葉○宣

20 宋洺樺 宋○瑜

21 宋洺樺 宋○儒

22 魏至良 魏○菱

23 王智明 王○涵

24 謝偉明 謝○晴

25 謝偉明 謝○晨

26 李信宏 李○芸

27 蔡光倫 蔡○鈞

28 施勝山 施○睿

29 趙文瑄 陳○恩

30 林榮茂 林○鳳

31 陳世融 陳○甯

32 劉光強 劉○佑

33 盧泰良 盧○瑜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黃大龔 黃○翔

2 吳旻蒼 吳○宏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高    峯 高○庭

2 辜惠芳 郭○瑄

3 王耀洲 王○瑩

4 羅志平 羅○弘

5 王文玲 李○儀

6 林俊宏 林○璿

7 詹錦益 詹○葶

8 鐘惠全 鐘○媛

9 洪正芬 陳○君

10 鄭鴻麟 鄭○陽

11 許恒瑞 許○哲

12 蔣　尉 蔣○樺

13 郭偉夫 郭○婷

※ 序號非照成績排序 ※

110年3月27日～28日請至1樓A區新北紀念品區領取



高中組 大專組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羅金文 羅○翔

2 羅金文 羅○瑜

3 張閨臣 賴○富

4 林冠郎 林○嘉

5 簡宏哲 簡○丞

6 張偉民 張○暉

7 鄭豊吉 鄭○芸

8 陳德培 陳○安

9 簡義晃 簡○喬

10 楊錦宗 楊○蓉

11 潘秋玉 張○誠

12 鄭昭岳 鄭○祐

13 張俊彥 張○榕

14 黃麒毓 黃○瑋

15 洪清暉 洪○崴

16 朱少嫻 賈○叡

17 詹錦益 詹○翔

18 廖俊義 廖○安

19 謝穎慧 謝○摯

20 吳榮貴 吳○賢

21 魏至良 魏○語

22 魏至良 魏○菁

23 謝偉明 謝○洋

24 李信宏 李○珈

25 陳淑如 鄭○文

26 何育芬 林○瑄

27 吳旻蒼 吳○宏

28 鄭天寶 鄭○恩

29 游正義 游○蕙

30 黃純偉 黃○貝

31 江集正 江○恩

32 黃文國 黃○宇

33 陳玟靜 黃○廷

大專組

109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獲獎名單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王耀洲 王○淯 37 邱明治 邱○磊

2 許明正 許○語 38 陳正修 陳○羽

3 鄭鴻林 鄭○馨 39 鄭鴻林 鄭○馨

4 張建隆 張○馨 40 林毓琦 林○威

5 張閨臣 賴○和 41 林明松 林○安

6 張閨臣 賴○探 42 黃泰源 黃○霖

7 許文政 許○幃 43 廖炳新 廖○一

8 楊明忠 楊○婷 44 李正忠 李○衡

9 陳智鴻 陳○甫 45 張定遠 張○綾

10 鄭長怡 鄭○婷 46 呂俊瑤 呂○芯

11 李奇偉 李○承 47 李世膂 李○穠

12 楊慧敏 鄧○庭 48 黃建龍 黃○洋

13 張以蓉 徐○洋 49 羅吉園 羅○懿

14 張偉民 張○涵 50 廖俊義 廖○瑩

15 林文彬 林○凱 51 廖俊義 廖○淇

16 唐天玲 郭○希 52 王榮昌 王○穗

17 李建德 李○徵 53 呂名峯 呂○穎

18 鄭豊吉 鄭○心 54 廖文堅 廖○真

19 鄭豊吉 鄭○云 55 陳明飛 陳○穎

20 林枝燁 鄭○格 56 洪正芬 陳○綸

21 陳德培 陳○嘉 57 劉光夏 劉○璇

22 陳聰文 陳○儒 58 王家琪 郭○利

23 翁翠瑾 蔡○庭 59 蕭家輝 蕭○涵

24 黃承樞 黃○霖 60 蕭家輝 蕭○茵

25 羅正一 羅○淇 61 歐陽明秋 吳○婷

26 張俊彥 張○圓 62 張定遠 張○維

27 黃麒毓 黃○傑 63 江英哲 江○寬

28 黃麒毓 黃○勻 64 林榮茂 林○鈺

29 吳曼筠 楊○琳 65 侯英男 侯○暉

30 林文彬 林○凱 66 鄭天寶 鄭○豪

31 許承璋 許○源 67 劉俊華 刁○珩

32 柯大為 柯○涵 68 吳文財 吳○穎

33 李偉傑 李○淳 69 游正義 游○珍

34 李偉傑 李○皓 70 王盛銘 王○鈺

35 黃毓崢 黃○諺 71 王盛銘 王○浩

36 邱明治 邱○誠

110年3月27日～28日請至1樓A區新北紀念品區領取

序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 沈彥伯 沈○芳

2 劉正國 劉○佑

3 徐榮良 徐○澈

以下成績達標準

因超出名額

頒發獎狀 以資鼓勵

※ 序號非照成績排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