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小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新街國小 黃晉軒 獎學金叁仟元 

石門國小 黃紫女勻 獎學金叁仟元 

石門國小 鍾欣霓 獎學金叁仟元 

大華國小 邱凱湘 獎學金叁仟元 

內柵國小 游瑋亭 獎學金叁仟元 

瑞埔國小 魏承恩 獎學金叁仟元 

大竹國小 李宜芩 獎學金叁仟元 

大竹國小 蘇純鈺 獎學金叁仟元 

同安國小 趙宥唯 獎學金叁仟元 

同安國小 呂岳樺 獎學金叁仟元 

海湖國小 朱月娥 獎學金叁仟元 

中原國小 鄭捷云 獎學金叁仟元 

錦興國小 黃伯翰 獎學金叁仟元 

中原國小 李宛真 獎學金叁仟元 

百吉國小 曾莉華 獎學金叁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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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小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員樹林國小 盧震宇 獎學金叁仟元 

青埔國小 李訓權 獎學金叁仟元 

迴龍國民中小學 徐展惟 獎學金叁仟元 

迴龍國民中小學 蔡明修 獎學金叁仟元 

迴龍國民中小學 林郁婷 獎學金叁仟元 

迴龍國民中小學 周佳瑩 獎學金叁仟元 

巴崚國小 姜睿權 獎學金叁仟元 

雙龍國小 傅冠中 獎學金叁仟元 

南美國小六年七班 石宗旻 獎學金叁仟元 

東明國小 鍾明珊 獎學金叁仟元 

龍安國小 劉袑亨 獎學金叁仟元 

大成國小 吳禮安 獎學金叁仟元 

大成國小 鄔侑恩 獎學金叁仟元 

大成國小 黃淑芬 獎學金叁仟元 

新埔國小 陳宛羚 獎學金叁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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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小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新埔國小 胡淑慧 獎學金叁仟元 

文化國小 鍾柔恩 獎學金叁仟元 

文化國小 楊于葶 獎學金叁仟元 

中埔國小 林品翔 獎學金叁仟元 

茄苳國小 胡家豪 獎學金叁仟元 

南門國小 陳琳 獎學金叁仟元 

外社國小 陳映榮 獎學金叁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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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幸福國中 王文傑 獎學金伍仟元 

八德國中 蕭婉怡 獎學金伍仟元 

八德國中 沈潔馨 獎學金伍仟元 

八德國中 許哲瑋 獎學金伍仟元 

八德國中 楊于嫺 獎學金伍仟元 

八德國中 洪杏蕙 獎學金伍仟元 

幸福國中 陳婷均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林漢柏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張謨凱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徐旻綺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徐采琳 獎學金伍仟元 

平南國中 黃裕凱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張小芃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吳碩芬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吳佳鴻 獎學金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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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龍潭國中 陳彥彤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李旻軒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陳尚瑋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葉雅珍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林詩芳 獎學金伍仟元 

龍潭國中 林家緯 獎學金伍仟元 

永豐中學(國中部) 吳怡萱 獎學金伍仟元 

內壢國中 黃盈盈 獎學金伍仟元 

內壢國中 鍾懿嫻 獎學金伍仟元 

內壢國中 楊菘銘 獎學金伍仟元 

大溪國中 林艾樺 獎學金伍仟元 

大溪國中 周幸義 獎學金伍仟元 

大溪國中 洪欣怡 獎學金伍仟元 

大溪國中 姜呈勳 獎學金伍仟元 

永豐中學(國中部) 呂姿蓉 獎學金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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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南興國中 朱婉婷 獎學金伍仟元 

自強國中 潘柔安 獎學金伍仟元 

自強國中 康雅鈞 獎學金伍仟元 

治平中學(國中部) 黃辰皓 獎學金伍仟元 

大崗國中 賴芊妤 獎學金伍仟元 

平興國中 陳軒女秀 獎學金伍仟元 

平興國中 凌俊豪 獎學金伍仟元 

平鎮國中 梁睿涵 獎學金伍仟元 

平鎮國中 張桀 獎學金伍仟元 

觀音中學(國中部) 洪濬中 獎學金伍仟元 

觀音中學(國中部) 許愛玲 獎學金伍仟元 

觀音中學(國中部) 劉語晴 獎學金伍仟元 

觀音中學(國中部) 胡君依 獎學金伍仟元 

新屋國中 彭韻如 獎學金伍仟元 

新屋國中 彭欣茹 獎學金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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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青溪國中 王炯恩 獎學金伍仟元 

青溪國中 古宇軒 獎學金伍仟元 

青溪國中 蔡佳儒 獎學金伍仟元 

武漢國中 周霓 獎學金伍仟元 

武漢國中 胡明騰 獎學金伍仟元 

東興國中 鐘紫柔 獎學金伍仟元 

東興國中 魏奕辰 獎學金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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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高中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龍潭農工 邱嵐 獎學金陸仟元 

壽山高中 黃翊慈 獎學金陸仟元 

大溪高中 林家蓁 獎學金陸仟元 

武陵高中 郭俊廷 獎學金陸仟元 

永平工商 吳思璇 獎學金陸仟元 

永平工商 梁萃 獎學金陸仟元 

永平工商 張柏寅 獎學金陸仟元 

南崁高中 黃秶琪 獎學金陸仟元 

桃園高中 黃彥智 獎學金陸仟元 

桃園高中 范綱昇 獎學金陸仟元 

桃園高中 陳孟漢 獎學金陸仟元 

桃園高中 黃靜惠 獎學金陸仟元 

桃園農工 林立婷 獎學金陸仟元 

治平高中 林賜安 獎學金陸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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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大學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健行科技大學 郭俊旻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曾乙婷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黃詩穎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鍾亞璇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陳沛芳 獎學金叁萬元 

元智大學 高靖婷 獎學金叁萬元 

開南大學 蔡采吟 獎學金叁萬元 

長庚大學 林思妤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塗智涵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戴珮文 獎學金叁萬元 

中原大學 鄭宇容 獎學金叁萬元 

健行科技大學 蒲宜家 獎學金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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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財團法人桃園縣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研究所組》 

學校 姓名 獎項 

中原大學 許嘉真 獎學金肆萬元 

中央大學 張嘉芬 獎學金肆萬元 

中原大學 吳鑫 獎學金肆萬元 

中央大學 張展嘉 獎學金肆萬元 

中央大學 張良齊 獎學金肆萬元 

中原大學 林鈺淳 獎學金肆萬元 

銘傳大學 吳姿瑩 獎學金肆萬元 

中原大學 陳貴柱 獎學金肆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