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一年級 年級成績優良獎學金 

序號 
普通班 國際班 

金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1 高一乙 覃昭睿 高一辛 侯存愛 6000 

2 高一庚 張誼臻 高一辛 許惠倫 6000 

3 高一庚 簡靖宇 

  

6000 

4 高一乙 洪樂 

  

6000 

5 高一庚 吳家榮 

  

6000 

6 高一乙 陳維康 
  

6000 

7 高一庚 邱柏恩 

  

6000 

8 高一乙 謝騏農 

  

6000 

9 高一庚 林佳臻 

  

6000 

10 高一庚 葛靜儒 
  

6000 

11 高一乙 張芷榕   6000 

12 高一庚 馬璽凱   6000 

13 高一乙 陳虹妤   6000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一年級 年級成績優良獎學金 

序號 
普通班 國際班 

金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14 高一乙 張恩德 高一辛 劉珍艾 5000 

15 高一庚 沈也真 高一辛 林伊柔 5000 

16 高一庚 林彥承   5000 

17 高一乙 陳韻竹   5000 

18 高一乙 柯沛晴   5000 

19 高一乙 林佳叡   5000 

20 高一乙 梁淵竣   5000 

21 高一乙 吳蕙宇   5000 

22 高一庚 洪紫恩   5000 

23 高一庚 洪維紳   5000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二年級 年級成績優良獎學金 

序號 
社會組 自然組 國際班 

金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1 高二乙 覃昭彤 高二庚 黃柏鈞 高二辛 黃瑋儒 6000 

2 高二乙 吳家萱 高二庚 洪偉倫 

 
 

6000 

3 高二乙 陳昱誠 高二庚 李家翰 

 
 

6000 

4 高二乙 李晨漉 高二庚 朱雅妤 

  

6000 

5 高二乙 陳晶婕 高二庚 張紫茵 

  

6000 

6 高二乙 李宇柔 高二庚 馮鏡智 

  

6000 

7 高二乙 蕭瑤 
  

  

6000 

8 高二乙 林子渝 高二庚 鄧詠澤 高二辛 蕭名彦 5000 

9 高二乙 余仕弘 高二庚 鄭穎澤 高二辛 蔡汶真 5000 

10 高二乙 林品宏 高二庚 徐千雯 

 
 

5000 

11 高二乙 楊家宜 高二庚 傅鈺婷 

  

5000 

12 高二乙 張釗維 
  

  

5000 

13 高二乙 張哲榮     5000 

14 高二乙 李宇姵     5000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班級成績優良獎學金 

序號 班級 高一 高二 獎項 

1 

甲 從缺 從缺 

4000 

2 3000 

3 

乙 

于乃澔 黃郁晴 4000 

4 林均瑾 吳翊瑄 3000 

5 

丁 
 

從缺 

4000 

6 3000 

7 

己 從缺 

李杰綸 4000 

8 從缺 3000 

9 

庚 

黃世文 楊子毅 4000 

10 廖怡瑄 張晉瑋 3000 

11 

辛 

任軒瑩 倪伊彤 4000 

12 王彥鈞 從缺 3000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 

序號 班級 國文 數學 金額 自然 社會 金額 

1 高一甲 汪彥妤 李亦翔 3000 張朕瑋 從缺 2000 

2 高一乙 張永紳 陳威劭 3000 李元翔 劉旻潔 2000 

3 高一己 何羿嫻 吳紫瑄 3000 從缺 從缺 2000 

4 高一庚 孫培熏 洪至安 3000 余柏霖 伍盛強 2000 

5 高一辛 林令雅 鄭暐瀚 3000 張簡仲勛 邱可瑄 2000 

6 高二甲 馮靖雯 從缺 3000 朱璽霖 邱湘芸 2000 

7 高二乙 楊于萱 高漢恩 3000 賴旻瑄 劉紹之 2000 

8 高二丁 楊婕 從缺 3000 于沛婕 鄭嘉緯 2000 

9 高二己 馮伯誠 蕭榮根 3000 徐琨榆 鍾景行 2000 

10 高二庚 周鼎頤 阮俊瑋 3000 施品菉 柯宇芳 2000 

11 高二辛 黃昱綺 高振豪 3000 邱禾瑄 林祐霆 2000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各類成績優良獎學金名單 

外語成績優良獎學金 

高中部一年級外語獎學金 

獎項 班級 姓名 組別 金額 

外語-英日組 

高一乙 吳思賢 日文 J1 3000 

高一乙 林格葦 日文 J1 3000 

高一庚 翁詠婕 日文 J1 3000 

外語-英法組 高一乙 施品妤 法文 F1 3000 

外語-英西組 

高一乙 徐雅綸 西文 S1 3000 

高一庚 陳靖 西文 S1 3000 

高中部二年級外語獎學金 

獎項 班級 姓名 組別 金額 

外語-英日組 

高二乙 楊紫莛 日文 J1 3000 

高二庚 白晴蕓 日文 J1 3000 

高二庚 許弘寬 日文 J1 3000 

外語-英法組 高二庚 羅循真 法文 F1 3000 

外語-英西組 

高二乙 胡海默 西文 S1 3000 

高二庚 李心瑜 西文 S1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