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首先恭喜你(妳)得獎！經過我們評審委員謹慎的評估之後，你(妳)已從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

獲頒本基金會【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為了致贈獎學金，也為了更進一步認識優秀的你(妳)，

訂於 106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昇貿科技公司(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二路 12-1 號 3F 會場)舉行

頒獎典禮，誠摯邀請你(妳)來參加。 

 

【頒獎典禮】 

時間：106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地點：昇貿科技公司 【頒獎典禮：3F 會場】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二路 12-1 號)  

活動流程： 

10:00~10:20 報到 

10:30~11:10 頒獎典禮【昇貿科技 3F 會場】 

11:10~ 11:40 茶會  

 

交通資訊： 

1.自行開車至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二路 12-1 號，現場備有免費停車場。 

2.搭乘大眾運輸：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搭乘 5041、5043 公車於《卜內門站》下車，再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會場。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國小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吳毓婷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36 田文玲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國民小學 

2 馬妮可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37 李東昇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國民小學 

3 吳少尹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38 楊元淇 桃園市桃園區茄苳國民小學 

4 蔡勝騏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39 張愷芯 桃園市桃園區茄苳國民小學 

5 董婕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40 魯恩慈 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 

6 蕭宇涵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41 林巧茹 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 

7 王小臻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42 陳律慧 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 

8 高林思彤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 43 李仲豪 桃園市蘆竹區大華國民小學 

9 吳承遠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44 吳亦萍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 

10 徐浩庭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45 侯采伃 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民小學 

11 鍾語星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46 盧祐瑜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12 游佳翎 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民小學 47 古昀欣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 

13 王佳薇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國民小學 48 古勻哲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 

14 呂沄昕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49 葉欲正 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民小學 

15 陳友億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0 周勍彣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 

16 吳東富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1 周勍佑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 

17 陳郁芬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2 王婕寍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18 周育銘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3 廖廷恩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國民小學 

19 林子杰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4 王民安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20 郭曉寶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5 王憶涵 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 

21 鄧凱文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6 林嘉慧 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 

22 鄧凱元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7 徐翊宣 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 

23 曾小玲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 58 湯峻喆 桃園市平鎮區平興國民小學 

24 張尹甄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 59 黃宣綺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民小學 

25 鍾承恩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 60 蘇孝慈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 

26 陳宥惟 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 61 許倢瑜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27 張國正 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 62 余宴慈 桃園市蘆竹區海湖國民小學 

28 張䒴涵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63 何以晴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 

29 吳瓊茹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64 陳  安 桃園市大園區圳頭國民小學 

30 劉芯夷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65 邱子恬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31 程紫蘋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66 胡力勻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32 黃宇傑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67 趙子安 桃園市龜山鄉新路國民小學 

33 傅若瑀 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民小學 68 田正奇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 

34 宋泳辰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69 季子豫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學 

35 李恩璇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國民小學 合   計 69 名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國中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邱妤媗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36 簡姵榛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2 張芷榕 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37 羅心怡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3 許家禎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38 蔡駿鋼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4 郭書毓 桃園市立新屋國民中學 39 周琇萱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5 張謝德 桃園市立新屋國民中學 40 黃玉鳳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6 徐偉智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41 鄭禮雄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7 葉儀君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42 江郁臻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8 翁瑞謙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43 謝懷屏 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 

9 曾靖琁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44 陳芬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0 戴名慧 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45 黃柏竣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1 曾士協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46 蔡羽忻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2 黃惠婷 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 47 羅靖鈞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3 王怡婷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48 李佳霙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4 李岳燐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49 陳思婷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5 林懿真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50 李志成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16 余翊銘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51 柳曉君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 

17 吳怡靜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52 莊品菲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18 林澔謙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53 黃安瑀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19 曾慧彤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合   計 53 名 

20 陳怡安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1 范睿恩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2 林詩妤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3 陳富耀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4 曾冠豪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5 邱文治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26 游其諠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27 高禾婷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28 籍子軒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29 陳宇蓉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30 陳怡孜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 

31 鍾惠伃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 

32 羅佳琪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33 張憶恩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34 湯佩雯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35 蔡名軒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高中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陳逸銘 大興高級中學 

2 林彥妘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3 彭文彥 國立龍潭高級中學 

4 蘇羿璇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5 陳郁婷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學 

6 王語伶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7 張圓梅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8 黃于庭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9 王珈宣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 胡原發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 鍾學謙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12 郭子銘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13 林佩萱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4 鄭宇珊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5 張華晏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6 朱慈涵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7 蔡旻憲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8 高萌璝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9 蕭佩芸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合   計 19 名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大學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1 涂子晴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大學三年級) 

2 劉瑋峻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學三年級) 

3 周賢儒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大學二年級) 

4 許偉倫 中原大學 會計系(大學四年級) 

5 張瑞哲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系(大學二年級) 

6 劉士廷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大學四年級) 

7 朱容慧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大學四年級) 

8 蕭銘諒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大學四年級) 

合   計 8 名 

  



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5 年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研究所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1 陳坤生 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 

2 林佳怡 開南大學 法律系(碩士班二年) 

3 馬妤甄 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二年) 

4 劉子睿 中山醫學大學 口腔科學研究所-材料所(碩士班二年) 

5 林孟諭 元智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班二年) 

合   計 5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