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平安獎學金(高中職組)錄取名單 

編號 學校 科系 姓  名 

1 國立武陵高中 普通科 周予婕 

2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 普通科 林偉宸 

3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 普通科 陳寬昕 

4 國立台南女中 普通科 邱馨茹 

5 國立台南女中 普通科 林筠芝 

6 國立台南女中 普通科 周倫婧 

7 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普通科 黃宥溱 

8 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普通科 白芷昀 

9 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普通科 廖紘以 

10 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普通科 蔡佳芸 

11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吳品萱 

12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陳泳秀 

13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吳育君 

14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朱芷旻 

15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鍾宛伶 

16 國立虎尾高中 體育班 張瑜恬 

17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李承芳 

18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翁依渟 

19 國立虎尾高中 體育班 程湘媛 

20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李智勝 

21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陳芷琳 

22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吳培陞 

23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許筑翕 

24 國立虎尾高中 普通科 羅婕瑜 

25 國立台南高工 電子科 楊昀倫 

26 國立台南高工 化工科 陳芷萱 

27 國立台南高工 機械科 楊勝良 

28 國立台南高工 資訊科 郭東旭 

29 國立台南高工 機械科 吳佳恩 

30 國立台南高工 飛機修護科 林旻佑 

31 國立台南高工 鑄造科 黃子涵 

32 國立台南高工 機械科 洪邑豪 

33 國立嘉義高工 微電腦修護科 羅偉豪 

34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吳貞霓 

35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吳惠嵐 



36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黃顗芬 

37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潘芃斐 

38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盧佳欣 

39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林于鈴 

40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許家甄 

41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李怡萍 

42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王鈺婷 

43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黃筱涵 

44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詹喬淯 

45 國立嘉義女中 普通科 羅心妤 

46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普通科 楊俊麟 

47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普通科 紀岷頡 

48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普通科 劉士瑋 

49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普通科 林侑佳 

50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普通科 黃昱勛 

51 國立興大附中 普通科 劉育伶 

52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普通科 林靖萍 

53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普通科 周嘉琦 

54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普通科 王心彤 

55 國立彰化高中 普通科 張勝翔 

56 國立彰化高中 普通科 陳柏勳 

57 國立彰化高中 普通科 張智忠 

58 國立彰化高中 普通科 呂俊宏 

59 國立嘉義高工 綜高 曾璟和 

60 國立嘉義高工 塗裝科 陳定志 

61 國立嘉義高工 化工科 吳玟萱 

62 國立嘉義高工 電繪科 張庭軒 

63 國立嘉義高工 化工科 邱于宸 

64 台北市立第一女中 普通科 黃鈺淇 

65 台北市立第一女中 普通科 蔡宜庭 

66 台北市立第一女中 普通科 戚羽欣 

67 台北市立中山女中 普通科 黃奕晨 

68 台北市立中山女中 普通科 李思嫺 

69 國立興大附中 普通科 李明勳 

70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冷凍科 余昱緯 

71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控制科 姜明憲 

72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資訊科 陳竑愷 



73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彭孟湲 

74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電子科 楊書宜 

75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廖迎琇 

76 國立新竹女中 普通科 范筠析 

77 國立新竹女中 普通科 陳萱 

78 國立新竹女中 普通科 林琬芹 

79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楊秉育 

80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紀宇傑 

81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林鼎盛 

82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辛砬瑋 

83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蘇惠予 

84 國立台南一中 普通科 陳品謙 

85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資訊科 宋秉諭 

8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資訊科 吳明駿 

87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冷凍空調科 李成恩 

88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電圖科 龍大惟 

89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普通科 許婉婷 

90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綜高 許鑫勝 

91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冷凍空調科 鍾謹陽 

92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電機科 謝逢春 

93 國立嘉義高中 普通科 黃暐宸 

94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吳芯瑜 

95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蕭安檥 

96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陳思穎 

97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張郁芬 

98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倪韡倫 

99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李宛靜 

100 國立彰化女中 普通科 吳亮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