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 草湖國小 林○怡 21 潮洋國小 劉○瑜

2 後寮國小 力○雲 22 水尾國小 鐘○恩

3 田頭國小 曾○涵 23 三條國小 李○漢

4 竹塘國小 陳○均 24 三條國小 羅○雅

5 竹塘國小 詹○綺 25 三條國小 陳○亭

6 潭墘國小 劉○如 26 溪州國小 宋○鴻

7 美豐國小 陳○瑞 27 芙朝國小 陳○仁

8 西港國小 陳○嘉 28 豐崙國小 王○婕

9 西港國小 許○菱 29 合興國小 楊○勳

10 原斗國中小 莊○翰 30 仁豐國小 陳○彤

11 萬興國小 蔡○欽 31 陸豐國小 胡○沂

12 香田國小 洪○淮 32 南鎮國小 巫○詮

13 中正國小 戴○芯 33 田尾國小 林○錞

14 中正國小 陳○儒 34 螺陽國小 方○閔

15 中正國小 洪○盛 35 螺青國小 彭○欣

16 中正國小 吳○緯 36 螺青國小 薛○辰

17 興華國小 顏○樺 37 萬來國小 黃○祐

18 二林國小 安○晨 38 北斗國小 蘇○玲

19 二林國小 洪○芸 39 北斗國小 魏○妤

20 圳寮國小 陳○豪 40 北斗國小 林○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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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41 北斗國小 蔡○恩 61 永靖國小 黃○煜

42 源泉國小 黃○淇 62 永靖國小 林○妘

43 崙雅國小 蕭○茹 63 永靖國小 黃○佰

44 舊社國小 柳○穎 64 永靖國小 張○慈

45 舊社國小 謝○靚 65 永靖國小 陳○妙

46 舊社國小 李○臻 66 村東國小 林○穎

47 湳雅國小 張○恩 67 村上國小 林○蓆

48 社頭國小 張○楹 68 大村國小 賴○綺

49 社頭國小 張○語 69 大村國小 劉○叡

50 新民國小 張○淏 70 明湖國小 曹○瑄

51 明禮國小 陳○強 71 青山國小 張○婷

52 東和國小 陳○靜 72 東山國小 張○淯

53 大安國小 卓○蓁 73 員東國小 賴○婷

54 大安國小 陳○鑫 74 僑信國小 陳○佑

55 田中國小 游○芯 75 靜修國小 賴○蓁

56 永興國小 詹○禎 76 靜修國小 姚○妍

57 永靖國小 邱○萱 77 育英國小 張○瑄

58 永靖國小 張○珂 78 育英國小 林○穗

59 永靖國小 江○軒 79 育英國小 王○荀

60 永靖國小 宋○維 80 育英國小 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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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81 育英國小 吳○霈 101 埔鹽國小 郭○翰

82 育英國小 張○彬 102 湖北國小 巫○璇

83 育英國小 高○彧 103 媽厝國小 陳○瑾

84 育英國小 廖○慈 104 湖南國小 劉○成

85 員林國小 陳○騛 105 湖東國小 郭○昀

86 員林國小 許○婕 106 湖東國小 胡○榕

87 員林國小 向○榤 107 湖東國小 石○宣

88 明聖國小 王○萱 108 湖西國小 楊○佩

89 明聖國小 張○淇 109 湖西國小 楊○程

90 明聖國小 張○芯 110 湖西國小 楊○惠

91 明聖國小 張○溱 111 溪湖國小 黃○琳

92 舊館國小 莊○蕾 112 明正國小 許○緯

93 太平國小 朱○榛 113 明正國小 柯○恩

94 新水國小 周○翰 114 明正國小 莊○勳

95 新水國小 周○蓁 115 明正國小 林○諺

96 好修國小 郭○澔 116 明正國小 施○安

97 好修國小 楊○筑 117 明正國小 江○囿

98 好修國小 吳○潔 118 馬興國小 陳○霖

99 好修國小 李○騰 119 馬興國小 蔡○丞

100 埔鹽國小 洪○祺 120 馬興國小 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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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21 日新國小 洪○茜 141 鹿港國小 黃○勛

122 永豐國小 陳○菲 142 伸東國小 柯○心

123 西勢國小 黃○華 143 伸東國小 曾○褕

124 西勢國小 潘○璇 144 伸東國小 柯○誼

125 管嶼國小 粘○原 145 新港國小 葉○峰

126 鹿東國小 許○軒 146 曉陽國小 黃○婷

127 鹿東國小 黃○禎 147 線西國小 陳○菡

128 東興國小 蔡○恩 148 和仁國小 謝○定

129 東興國小 楊○靚 149 和仁國小 王○淳

130 新興國小 陳○亦 150 和仁國小 吳○炘

131 海埔國小 吳○恩 151 培英國小 王○渝

132 海埔國小 郭○慧 152 新庄國小 陳○愷

133 洛津國小 陳○喬 153 新庄國小 陳○諳

134 洛津國小 王○齊 154 新庄國小 賴○桓

135 洛津國小 葉○綺 155 新庄國小 陳○翔

136 文開國小 馬○文 156 新庄國小 謝○澤

137 文開國小 楊○又 157 新庄國小 王○惠

138 鹿港國小 洪○捷 158 新庄國小 賴○芹

139 鹿港國小 陳○璇 159 大嘉國小 何○釗

140 鹿港國小 張○玲 160 大嘉國小 黃○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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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61 大嘉國小 李○廷 181 大成國小 許○汶

162 大嘉國小 李○安 182 大成國小 林○璇

163 大嘉國小 鄭○瑄 183 大成國小 林○威

164 大嘉國小 莊○瑾 184 大成國小 何○祐

165 和東國小 謝○青 185 國聖國小 蔡○羽

166 和美國小 謝○閎 186 大竹國小 黃○姍

167 和美國小 蔡○岑 187 大竹國小 楊○婕

168 白沙國小 黃○心 188 聯興國小 汪○苹

169 白沙國小 吳○緯 189 三民國小 林○峰

170 白沙國小 洪○軒 190 泰和國小 江○賢

171 白沙國小 莊○臻 191 泰和國小 鄭○方

172 白沙國小 薛○倢 192 泰和國小 傅○寧

173 三春國小 柯○恩 193 東芳國小 呂○慧

174 華南國小 許○泰 194 東芳國小 陳○安

175 花壇國小 鄭○芯 195 東芳國小 蔡○涔

176 花壇國小 李○毅 196 東芳國小 王○雅

177 花壇國小 王○晴 197 南興國小 潘○芯

178 花壇國小 李○霆 198 南郭國小 陳○宸

179 寶山國小 王○燕 199 南郭國小 徐○葳

180 富山國小 蔡○臻 200 南郭國小 賴○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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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小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201 南郭國小 許○筠 211 民生國小 傅○琪

202 南郭國小 蔡○睿 212 民生國小 蘇○以

203 南郭國小 洪○晨 213 民生國小 潘○瑀

204 平和國小 吳○璇 214 民生國小 劉○寬

205 平和國小 劉○妘 215 民生國小 盧○宸

206 平和國小 梁○函 216 民生國小 陳○禎

207 平和國小 游○瑾 217 民生國小 張○玲

208 民生國小 李○妤 218 中山國小 葉○妘

209 民生國小 黃○妡 219 中山國小 蔡○翔

210 民生國小 鄭○辰 220 信義國中小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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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 二林高中國中部 陳○嬋 21 和美高中國中部 郭○蓁

2 二林高中國中部 曾○程 22 和美高中國中部 許○溱

3 二林高中國中部 洪○瑜 23 和美高中國中部 周○毅

4 二林高中國中部 張○涵 24 和美高中國中部 柯○軒

5 田中高中國中部 鄧○妤 25 和美高中國中部 姚○婷

6 田中高中國中部 張○芳 26 和美高中國中部 陳○均

7 田中高中國中部 陳○安 27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黃○妶

8 田中高中國中部 董○羚 28 信義國中小 陳○翔

9 田中高中國中部 陳○毓 29 大城國中 陳○玲

10 田中高中國中部 卓○昌 30 大城國中 陳○妤

11 成功高中國中部 葉○安 31 大城國中 李○妮

12 成功高中國中部 陳○鈞 32 芳苑國中 顏○訓

13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澄 33 原斗國中小 林○潔

14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晉 34 民權華德福國中小 許○綺

15 成功高中國中部 沈○萱 35 萬興國中 陳○犀

16 成功高中國中部 陳○睿 36 萬興國中 陳○芳

17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婕 37 竹塘國中 江○樺

18 和美高中國中部 謝○軒 38 竹塘國中 洪○程

19 和美高中國中部 倪○嫈 39 竹塘國中 陳○今

20 和美高中國中部 張○綺 40 竹塘國中 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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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41 竹塘國中 陳○銍 61 北斗國中 林○信

42 竹塘國中 許○晴 62 北斗國中 薛○淯

43 竹塘國中 莊○森 63 二水國中 陳○丞

44 溪陽國中 鄭○芯 64 二水國中 陳○珊

45 溪陽國中 李○右 65 二水國中 蔡○陽

46 溪陽國中 鄭○棠 66 社頭國中 馬○璇

47 溪陽國中 鄭○翔 67 社頭國中 陳○宸

48 溪州國中 楊○萱 68 社頭國中 盧○妘

49 溪州國中 黃○閑 69 社頭國中 蕭○倚

50 溪州國中 呂○蘭 70 社頭國中 李○瑾

51 溪州國中 胡○佑 71 社頭國中 康○芹

52 埤頭國中 詹○瑩 72 埔鹽國中 謝○瑜

53 埤頭國中 許○正 73 埔鹽國中 王○楨

54 埤頭國中 顏○瑩 74 埔鹽國中 劉○玉

55 埤頭國中 江○妍 75 埔鹽國中 王○蓁

56 埤頭國中 許○文 76 埔鹽國中 謝○錦

57 田尾國中 林○安 77 溪湖國中 羅○云

58 田尾國中 陳○彣 78 溪湖國中 周○蓉

59 田尾國中 廖○珊 79 溪湖國中 施○微

60 田尾國中 陳○翔 80 溪湖國中 賴○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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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81 溪湖國中 施○歆 101 大村國中 黃○柏

82 溪湖國中 劉○妤 102 大村國中 盧○彤

83 埔心國中 張○吉 103 大村國中 李○宏

84 埔心國中 黃○萱 104 大村國中 何○竣

85 埔心國中 吳○宸 105 大村國中 賴○萱

86 埔心國中 劉○君 106 大村國中 邱○哲

87 埔心國中 黃○雅 107 大村國中 陳○茹

88 埔心國中 吳○瑛 108 大村國中 王○瑜

89 永靖國中 邱○鋆 109 大村國中 曹○傑

90 永靖國中 黃○婷 110 大村國中 林○凱

91 永靖國中 蕭○檥 111 大同國中 陳○薰

92 永靖國中 黃○楡 112 大同國中 陳○鋕

93 永靖國中 張○璇 113 大同國中 吳○涵

94 永靖國中 游○雯 114 大同國中 江○郙

95 永靖國中 蔡○宏 115 大同國中 潘○安

96 大村國中 賴○安 116 大同國中 賴○亭

97 大村國中 吳○芸 117 明倫國中 劉○煜

98 大村國中 陳○諭 118 明倫國中 李○瑩

99 大村國中 黃○安 119 明倫國中 張○歆

100 大村國中 賴○婷 120 明倫國中 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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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21 明倫國中 張○予 141 和群國中 陳○柔

122 明倫國中 周○真 142 福興國中 盧○彤

123 明倫國中 劉○瑩 143 福興國中 許○恩

124 明倫國中 黃○嫻 144 福興國中 陳○宇

125 明倫國中 何○穎 145 福興國中 粱○誌

126 明倫國中 張○蓁 146 福興國中 黃○弈

127 明倫國中 賴○澄 147 福興國中 陳○伃

128 明倫國中 黃○鴻 148 鹿鳴國中 黃○群

129 員林國中 林○宜 149 鹿鳴國中 李○瑄

130 員林國中 陳○婕 150 鹿鳴國中 謝○姍

131 伸港國中 謝○桂 151 鹿鳴國中 吳○稚

132 伸港國中 姚○錡 152 鹿鳴國中 蔡○妤

133 伸港國中 李○慈 153 鹿鳴國中 柯○昕

134 伸港國中 周○妤 154 鹿港國中 施○丞

135 伸港國中 蔡○姿 155 鹿港國中 吳○蓁

136 伸港國中 謝○頤 156 鹿港國中 王○媮

137 伸港國中 胡○勳 157 鹿港國中 洪○○欣

138 伸港國中 柯○誼 158 鹿港國中 王○璇

139 和群國中 吳○璇 159 鹿港國中 賴○禎

140 和群國中 呂○宏 160 鹿港國中 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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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61 鹿港國中 黃○茹 181 花壇國中 阮○涵

162 鹿港國中 李○茹 182 花壇國中 陳○宇

163 鹿港國中 陳○善 183 花壇國中 黃○展

164 鹿港國中 蕭○可 184 花壇國中 黃○瑋

165 鹿港國中 余○潔 185 花壇國中 許○菱

166 秀水國中 吳○妍 186 花壇國中 黃○晴

167 秀水國中 郭○榛 187 芬園國中 張○霖

168 秀水國中 徐○鴻 188 芬園國中 黃○茜

169 秀水國中 梁○誠 189 彰泰國中 謝○榤

170 秀水國中 施○臻 190 彰興國中 吳○蓁

171 秀水國中 吳○睿 191 彰興國中 吳○柔

172 秀水國中 吳○安 192 彰興國中 陳○穎

173 秀水國中 莊○妮 193 彰興國中 趙○呈

174 秀水國中 卓○勳 194 彰興國中 吳○萱

175 秀水國中 林○禾 195 彰興國中 林○浩

176 秀水國中 徐○慈 196 彰興國中 鄭○芹

177 秀水國中 林○軒 197 彰德國中 蘇○婷

178 秀水國中 王○惠 198 彰德國中 李○冬

179 秀水國中 鄭○羚 199 彰德國中 吳○洳

180 秀水國中 陳○惟 200 彰德國中 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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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國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201 彰德國中 蔡○辰 211 彰安國中 林○謙

202 彰德國中 歐○汝 212 彰安國中 曾○喻

203 彰德國中 張○琳 213 陽明國中 林○諭

204 彰德國中 陳○桐 214 陽明國中 何○諺

205 彰德國中 陳○慈 215 陽明國中 洪○蔚

206 彰德國中 蘇○閎 216 陽明國中 洪○晴

207 彰安國中 賴○雁 217 陽明國中 黃○佳

208 彰安國中 洪○涵 218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

學校
宋○揚

209 彰安國中 洪○筑 219
彰化縣私立文興

高級中學國中部
許○柔

210 彰安國中 廖○棻 220
彰化縣私立文興

高級中學國中部
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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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高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陳○翔

2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張○凱

3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張○倖

4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許○欣

5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蔡○翔

6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彭○宣

7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劉○翔

8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李○宥

9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吳○權

10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林○宏

11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12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張○婷

13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黃○茹

14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黃○晞

15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施○羽

16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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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高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7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陳○綾

18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林○安

19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吳○穎

20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黃○華

21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曹○

22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林○嶧

23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陳○柔

24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進修部 林○勳

25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進修部 高○澤

26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林○妤

27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黃○祐

28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李○潔

29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范○晴

30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吳○禎

31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黃○芸

32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鄭○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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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高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33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黃○菱

34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南

35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張○玲

36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詹○瑤

37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張○軒

38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張○新

39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林○任

40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朱○瑜

41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蔡○霖

42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陳○甫

43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洪○祐

44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蔡○芹

45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楊○雯

46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閎

47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莊○蓉

48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張○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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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高中組
◎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49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蕭○濬

50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瑩

51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劉○芸

52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穎

53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張○巧

54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何○治

55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詹○筑

56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陳○萱

57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鍾○妤

58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鍾○汝

59 輔英科技大學 卓○袖

60 輔英科技大學 何○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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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大學組
◎每名新臺幣八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 大葉大學 蘇○蓁

2 大葉大學 張○傑

3 大葉大學 蕭○瑜

4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巫○銘

5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王○怡

6 中國文化大學 謝○儒

7 中國醫藥大學 楊○屏

8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陳○柔

9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莊○珊

10 弘光科技大學 顏○鳳

11 弘光科技大學 蔡○洋

12 弘光科技大學 黃○穎

13 亞洲大學 林○穎

14 東吳大學 王○恩

15 東海大學 黃○云

16 東海大學 陳○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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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大學組
◎每名新臺幣八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7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劉○蘭

18 南華大學 黃○宣

19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林○慧

20 建國科技大學 陳○純

21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張○瑋

22 高雄醫學大學 楊○媚

23 高雄醫學大學 張○鑫

24 國立東華大學 何○妤

25 國立東華大學 楊○軒

26 國立金門大學 江○欣

2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施○佑

2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柯○真

29 國立高雄大學 蘇○美

3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斌

3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洪○慧

32 國立嘉義大學 廖○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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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大學組
◎每名新臺幣八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33 國立嘉義大學 趙○煬

3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珊

3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羽

3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鈞

3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霖

3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李○輝

3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白○恩

4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鄭○苓

41 國立臺北大學 程○隆

42 國立臺北大學 林○如

4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徐○雯

4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曾○棱

4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白○伶

4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權

47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蔡○蒨

48 逢甲大學 程○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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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大學組
◎每名新臺幣八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49 逢甲大學 黃○文

50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余○諠

51 僑光科技大學 黃○月

52 僑光科技大學 黃○銀

53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陳○妤

54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張○琇

5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亭

5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忻

5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曹○晴

5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嵐

59 靜宜大學 謝○毅

60 靜宜大學 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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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名單  研究所組
◎每名新臺幣八千元◎

序號 學校 學生姓名

1 國立中央大學 賴○辰

2 國立中央大學 鄭○傑

3 國立東華大學 洪○呈

4 逢甲大學 褚○妍

5 逢甲大學 莊○淳

6 國立政治大學 賴○瑋

7 國立政治大學 游○軒

8 中臺科技大學 卓○庭

9 國立中正大學 衛○瑩

1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汎

1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邱○茜

第 21 頁，共 2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