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時間：104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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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0:00 集合報到 

 

10:00~10:30 參觀昇貿科技廠區 

 

10:30~11:00 頒獎典禮【昇貿科技 3F 會場】 

 

11:00~     茶會  【昇貿科技 3F 會場】 

 

 

 

備註: 

 

當天若不便直接抵達昇貿科技的受獎者，請在 09:30 抵達桃禧航空城酒店集合,屆時會安 

排接駁車送至昇貿科技會場。 



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4 年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國小組》 

校名 姓名 

桃園市大崙國小 許妤婷 

桃園市文山國小 邱宇羚 

桃園市北湖國小 葉欲弘 

桃園市埔心國小 蕭芷姗 

桃園市大忠國小 黃若軒 

桃園市立八德區茄苳國小 陳姿羽 

桃園市立八德區茄苳國小 莊明峰 

桃園市立八德區茄苳國小 陳思騫 

桃園市立八德區茄苳國小 陳科升 

桃園市立八德區茄苳國小 袁倫聖 

桃園市立八德區廣興國小 林瑜萱 

桃園市立大溪區南興國小 盧千寶 

桃園市立大溪區南興國小 黃麒展 

桃園市山豐國小 劉永昌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小 王紫軒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詹景雯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吳丞峻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莊允亮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黃楷鈞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周勍彣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詹朝吉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小 周勍佑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小 尤晨薇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小 周芷琦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小 王藝靜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國小 楊惠敏 

桃園市北門國小 劉宏睿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小 張詠淇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小 鄧嘉芸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小 賴宇軒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小 周琇萱 

桃園市林森國小 朱庭緯 

桃園市林森國小 朱韋蓁 

桃園市武漢國小 黃彥彬 

桃園市武漢國小 葉柏揚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小 王婕寍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小 藍家昕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小 沈冠吟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小 俞姿嫙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小 連湘宜 

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小 陳念慈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小 楊庭驊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小 宗品渝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小 林羽晴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小 卓皓翔 

桃園市楊光國小 陳彥蓉 

桃園市僑愛國小 陳俊熹 

桃園市龍安國小 吳宇墨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戴意芸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徐浩庭 

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小 姜懿鎂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小 殷子茜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小 羅立德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小 羅莉莎 

桃園市龜山區新路國小 謝翊汶 

桃園市龜山區新路國小 謝妤妍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小 廖珀淵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小 溫佩縈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小 莊菘斐 

桃園市蘆竹區大華國小 彭彥琳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小 鍾伯穎 

桃園市蘆竹區海湖國小 高怡潔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國小 向嘉琳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小 鄧凱元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小 黃衣辰 

桃園市瑞埔國小 吳玲安 

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小 吳政鴻 



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4 年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國中組》 

校名 姓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中 廖晨語 

桃園市立大成國中 陳妤蕎 

桃園市立大崙國中 劉勝弘 

桃園市立大崙國中 徐郁惇 

桃園市立大崙國中 徐宇堂 

桃園市立大崗國中 陳鈺欣 

桃園市立大園國中 謝懷屏 

桃園市立大園國中 江欣慈 

桃園市立大園國中 謝懷慈 

桃園市立大園國中 楊淞琳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呂宜臻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侯柏瑞 

桃園市立平鎮國中 徐子恩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黃安瑀 

桃園市立自強國中 樟詩涵 

桃園市立幸福國中 林懿真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郭安順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朱庭萱 

桃園市立武漢國中 張筱雯 

桃園市立武漢國中 徐宥伃 

桃園市立青埔國中 謝佳妤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 卓立翔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 鄧怡凡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 陳光銘 

桃園市立南崁國中 林亭君 

桃園市立南崁國中 劉德胤 

桃園市立新屋國中 張謝德 

桃園市立新屋國中 郭書毓 

桃園市立新屋國中 湯士賢 

桃園市立楊光國中 蔡昀臻 



桃園市立楊光國中 范宸瑋 

桃園市立楊梅國中 彭淑宜 

桃園市立過嶺國中 陳縈蓁 

桃園市立福豐國中 朱家駒 

桃園市立福豐國中 張家瑜 

桃園市立龍潭國中 葉沛嫻 

桃園市立龍潭國中 張憶恩 

桃園市立龍潭國中 曾巧旺 

桃園市立龍潭國中 湯佩雯 

 

  



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4 年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高中、高職組》 

校名 姓名 

私立成功工商 曾恩柔 

私立成功工商 曾勝為 

私立成功工商 黃詩婷 

私立成功工商 林茵茵 

私立大興高中 陳逸銘 

私立大興高中 高美惠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王偉傑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洪濬中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劉海慧 

桃園私立六和高中 古怡樺 

桃園私立育達高中 池俊寬 

桃園私立新興高中 林容伊 

桃園私立新興高中 林瑜庭 

國立陽明高中 王銓 

復旦中學 黃毓庭 

 

  



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104 年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大學、研究所組》 

校名 姓名 

中原大學 許圓君 

中原大學 楊智傑 

健行科技大學 胡翊婷 

元智大學 陳建宇 

元智大學 蕭銘諒 

中原大學 陳渂愃 

長庚大學 周楷鐘 

元智大學 劉瑋峻 

長庚大學(碩士班) 潘郁棻 

元智大學(碩士班) 劉芳妏 

元智大學(碩士班) 谷祖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