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 畢業生得獎名單  (111.5.26) 

【縣長獎：15 名】  

301 莊〇嵎、302 林〇曄、303 張〇涵、304 謝〇儒、305 李〇筠、306 林〇樺、307 林〇瑄、308 柯〇攸、309 黃〇涵、 

310 張〇淇、311 柳〇蓁、312 邱〇恩、313 粘〇穎、314 李〇儂、315 謝〇均 

【市長獎：15 名】 

 301張〇馨、302陳〇妤、303 邱〇甄、304 林〇庭、305鄭〇心、306 李〇禛、307 張〇綺、308李〇宸、309 陳〇妍、 

310 葉〇甄、311 蘇〇柔、312 蘇〇歡、313 張〇庭、314 王〇晴、315 莊〇蒨 

【校長獎：15 名】  

301 許〇熒、302 王〇婷、303 張〇萱、304 盧〇吟、305 安〇嘉、306 賴〇含、307 施〇蓁、308 楊〇炘、309 卓〇庭、 

310 許〇瑜、311 邱〇喬、312 黃〇芸、313 柳〇妤、314 楊〇珊、315 蔡〇璇 

【家長會長獎：15名】 

301 林〇雯、302 李〇穎、303 蔣〇娟、304 李〇燁、305 林〇敏、306 林〇涵、307 陳〇華、308 黃〇萱、309 吳〇均、 

310 林〇岑、311 陳〇雯、312 陳〇如、313 蔡〇禎、314 唐〇芳、315 黃〇庭 

【校友會優異獎學金：16 名】  

301 方〇幼、302 黃〇誼、303 張〇慈、304 張〇庭、305 黃〇霈、306 黃〇瑩、307 粘〇云、308 黃〇婕、309 林〇嫻、 

310 劉〇嬿、311 鄭〇善、312 范〇妤、313 林〇禛、314 黃〇希、315 劉〇琪、315 蔡〇瑾 

【堅毅勵學獎：2 名】 308 劉〇琳、311 陳〇欣 

【燭火獎：8 名】  304 許〇瑜、306 王〇涵、308 李〇宸、309 吳〇嫻、311 莊〇蓉、311 張〇禎、313 詹〇柔、315 張〇新 

【彰南獎學金：5 名】 

302 柯〇喻、304 張〇瑜、307 廖〇甄、312王〇心、313 陳〇安 

【校外競賽優異獎：92名】 

301 吳〇、周〇誼、蔡〇芸、羅〇綺 

302 古〇禎、林〇曄、柯〇珊、楊〇璇、魏〇如 

303 李〇庭、邱〇羿、孫〇絜、郭〇筠 

304 謝〇儒 

305 安〇嘉、李〇筠、周〇瑩、施〇錡、陳〇靖、陳〇螢 

306 吳〇妮、林〇諠、陳〇蓁、陳〇婕 

307 陳〇均、陳〇豫、曾〇瑄 

308 陳〇韋、劉〇甄 

309 李〇靜、黃〇涵、楊〇潔 

310 蔣〇如 

 311鄭〇善、羅〇珊、洪〇宸 

312 林〇晅 

 313邱〇芸、張〇庭、黃〇晴、楊〇茨、謝〇恩、周〇安、柳〇妤、柳〇 

314 王〇欣、王〇琳、王〇晴、王〇柔、吳〇蓁、李〇儂、林〇宜、唐〇芳、張〇禎、許〇琳、陳〇潔、陳〇函、湯〇萱、 

楊〇蒂、楊〇珊、楊〇琳、鄧〇云、賴〇喻、薛〇瑄、藍〇娟 

315   〇璇、吳〇叡、吳〇烜、呂〇臻、李〇綾、林〇函、林〇任、張〇歆、張〇涵、粘〇、莊〇蒨、郭〇玲、陳〇茹、 

陳〇彤、傅〇楨、黃〇溦、黃〇庭、趙〇慈、劉〇琪、劉〇儀、劉〇慈、蔡〇璇、蔡〇瑾、戴〇偵、謝〇均、謝〇軒、 

    謝〇芹 

【優良志工獎：21名】 

301 王〇涵、304 李〇燁、306 李〇禛、林〇如、308 徐〇宜、劉〇琳、309廖〇伊、陳〇倩、310 余〇怡、黃〇怡、  〇

瑜、黃〇惠、魏〇桐、謝〇萱、311 柳〇蓁、張〇瑋、蘇〇柔、李〇儒、林〇渝、羅〇珊、314湯〇萱                                                 

 



【特殊貢獻獎：27 名】 

301 李〇渟、303 許〇瑄、郭〇筠、陳〇喻、305 陳〇螢、黃〇霈、蔡〇涵、306 吳〇妮、張〇僑、黃〇萱、 

307 陳〇妤、陳〇均、鄭〇尹、308李〇宸、309賴〇蓁、310 許〇喬、311 吳〇璇、邱〇瑜、 

312 巫〇琪、黃〇暄、楊〇萱、楊〇媖、313 王〇媗、314李〇儂、315 林〇函、劉〇慈、蔡〇瑾 

【鳳一鳴、鳳黃秀麗助人愛眾獎助學金：1 名】 312陳〇如 

【學科優異獎-紀念林清華先生優秀獎學金：25 名】 

(國文) 315 謝〇均、(英文) 313 粘〇穎、(數甲) 315 謝〇均、(數乙) 313 粘〇穎、(物理) 315 謝〇均、(化學) 315 蔡〇瑾、 

(生物) 315 謝〇均、(地科) 314 楊〇珊、315 黃〇庭、(歷史) 315 蔡〇瑾、(地理)314 李〇儂、楊〇珊、(公民)315 謝〇均、 

(健護)315 呂〇臻、郭〇玲、(國防) 313 林〇禛、(生命教育+生涯規劃)313 柳〇妤、(生活科技)304林〇庭、 

(音樂)315 莊〇蒨、郭〇玲、(美術) 304 陳〇琳、(家政) 315 劉〇琪、(藝術生活)302 陳〇妤、(資訊概論)314 楊〇珊、楊〇琳 

 

【德育優異獎：15名】  

301 施〇茹、302 陳〇蓉、303 蔡〇芸、304 顏〇珊、305 林〇蓁、306 林〇捷、307 吳〇玟、308 黃〇婕、309 吳〇嫻、 

310 林〇、311 林〇吟、312張〇瑜、313 王〇淇、314 洪〇惠、315劉〇琪 

【美育優異獎：15名】 

301 侯〇云、302 王〇婷、303 吳〇樺、304 陳〇琳、305 林〇、306陳〇婕、307 林〇瑄、308 黃〇婕、309陳〇妍、 

310 劉〇嬿、311 劉〇慈、312 陳〇蓁、313 張〇庭、314 李〇儂、315 郭〇玲 

【體育優異獎：15 名】 

301 林〇雯、302 陳〇蓉、303 李〇庭、304 施〇君、305 盧〇瑄、306 陳〇蓁、307 粘〇甄、308 黃〇萱、309 詹〇期、 

310 唐〇瑄、311 劉〇芸、312 邱〇恩、313 蔡〇禎、314 陳〇潔、315 郭〇玲 

【勤學獎：53 名】 

301 李〇渟、施〇茹、高〇婷 

302 李〇穎、周〇諾、林〇蓁、陳〇蓉、黃〇誼、顏〇妤 

303 林〇美、邱〇甄、孫〇絜、許〇瑄、陳〇喻、蔡〇芸、謝〇安 

304 王〇熒、李〇庭、林〇薇、陳〇琳、謝〇儒 

305 周〇瑩、葉〇秀 

306 林〇如、賴〇含、魏〇貝 

307 王〇涵、施〇蓁、粘〇云、鄭〇蓁、謝〇恬、謝〇瑄 

308 黃〇婷、劉〇蓉 

309 林〇蓁、許〇榛、賴〇蓁 

310 姚〇廷 

311 白〇妮、金〇杏、蘇〇柔 

312 全〇嫻、周〇杉、陳〇汶、陳〇馨、陳〇如、曾〇瑄、楊〇萱 

314 楊〇蒂 

315 呂〇臻、莊〇蒨、郭〇玲、劉〇儀 

【畢業活動小組：35 名】 

303 張〇萱、張〇涵、黃〇婧、304林〇庭、張〇庭、陳〇薇、305林〇蓁、陳〇螢、306 林〇如、黃〇瑩、 

307 黃〇蓉、309 張〇綺、李〇靜、林〇嫻、310 黃〇晴、黃〇惠、311 邱〇瑜、陳〇綾、劉〇妤、 

312 吳〇棠、林〇晅、張〇熏、楊〇璇、313 粘〇穎、314林〇宜、林〇謙、唐〇芳、湯〇萱、黃〇希、楊〇芳、藍〇娟、 

315 呂〇臻、莊〇蒨、張〇涵、郭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