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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一中 110 級畢業典禮受獎學生名單(1/6) 
一、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獎、向陽獎 

 【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獎】1 名 

曹○睿(18)     

 【向陽獎】2 名 

林○彥(1) 鍾○睿(1)    

 

二、史故校長振鼎先生人文教育獎、陳榮濱老師紀念獎、謝豐戎獎學金、林朝魁獎學金 

   【史故校長振鼎先生人文教育獎】2 名 

卜○玥(19) 陳○恩(19)    

   【陳榮濱老師紀念獎】5 名 

潘○欽(1) 曾○恩(2) 林○堃(5) 曾○軒(14) 鄭○聿(19) 

   【謝豐戎獎學金】7 名 

王○銘(5) 林○錡(5) 劉○榮(5) 許○翔(11) 劉○哲(14) 

陳○頡(16) 曹○睿(18)       

   【林朝魁獎學金】4 名 

吳○熙(5) 王○銘(5) 劉○榮(5) 劉○哲(14)   

 

三、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34 名) 

成○一(1) 陳○薰(1) 林○恩(2) 林○聲(3) 姚○升(3) 

郭○宇(4) 王○銘(5) 吳○桓(5) 劉○榮(5) 李○軒(6) 

趙○安(7) 陳○鶴(8) 林○鈞(9) 董○曄(10) 李○峰(11) 

郭○嘉(11) 陳○穎(12) 劉○昊(13) 吳○霆(14) 邱○榤(14) 

劉○哲(14) 周○祈(15) 許○榮(16) 張○梧(17) 林○右(18) 

孫○哲(18) 徐○智(18) 陳○宏(18) 歐○泓(18) 戴○家(18) 

吳○俞(19) 霍○邦(19) 謝○佑(19) 顏○楷(19)   

南加州校友會教育獎(5 名) 

陳○廷(1) 嚴○愷(1) 茅○全(2) 王○惟(7) 楊○喻(11) 

 

四、市長獎（19 名） 

陳○薰(1)  林○恩(2) 林○聲(3) 廖○登(4) 吳○桓(5) 

莊○傑(6) 趙○安(7) 黃○傑(8) 孫○哲(9) 傅○傑(10) 

李○峰(11) 陳○穎(12) 劉○昊(13) 吳○霆(14) 周○祈(15) 

許○榮(16) 張○梧(17) 戴○家(18) 吳○俞(19)   

 

五、議長獎（19 名） 

成○一(1) 鄭○佑(2) 姚○升(3) 郭○恆(4) 吳○儒(5) 

許○琰(6) 吳○樺(7) 謝○祥(8) 林○鈞(9) 董○曄(10) 

郭○嘉(11) 龔○仁(12) 蘇○誠(13) 周○宇(14) 林○霖(15) 

陳○頡(16) 許○楷(17) 徐○智(18) 洪○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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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獎（19 名） 

陳○廷(1) 蔡○修(2) 陳○穎(3) 詹○勛(4) 王○翔(5) 

許○俊(6) 沈○宏(7) 謝○榆(8) 林○安(9) 邱○凱(10) 

許○翔(11) 曾○程(12) 陳○丞(13) 蔡○宸(14) 王○元(15) 

陳○翰(16) 上官○昀(17) 歐○泓(18) 霍○邦(19) 

七、【德育獎】19 名 

成○一(1) 張○閎(2) 張○庭(3) 郭○恆(4) 吳○熙(5) 

吳○焱(6) 高○唐(7) 陳○鶴(8) 陳○新(9) 董○曄(10) 

吳○峻(11) 龔○仁(12) 白○必(13) 吳○霆(14) 林○霖(15) 

陳○頡(16) 王○平(17) 孫○哲(18) 徐○愷(19) 

   【智育獎】19 名 

陳○薰(1) 林○恩(2) 鄭○佑(2) 廖○登(4) 莊○傑(6) 

黃○傑(8) 孫○哲(9) 傅○傑(10) 張○梧(17) 上官○昀(17) 

劉○謙(18) 林○右(18) 孫○哲(18) 歐○泓(18) 曹○睿(18) 

唐○瑛(18) 戴○家(18) 徐○智(18) 吳○俞(19) 

八、【體育獎】19 名 

戴○宇(1) 郭○辰(2) 林○恩(4) 林○錡(5) 杜○澤(6) 

沈○(6) 吳○聖(8) 洪○蓬(10) 董○曄(10) 鄭○廷(10) 

楊○庭(12) 張○淥(13) 曾○鈞(14) 林○彣(14) 鄭○倫(15) 

杜○浩(17) 陳○宏(18) 徐○棠(18) 周○廷(19) 

   【美育獎】19 名 

高○荃(1) 陳○廷(1) 侯○哲(1) 蔡○聿(2) 吳○晉(4) 

王○丞(5) 黃○勛(8) 陳○宏(9) 許○奎(10) 林○安(11) 

康○翔(12) 王○駿(12) 白○必(13) 王○迦(13) 劉○哲(14) 

黃○逸(15) 邱○嘉(17) 聶○志(18) 丘○磊(19) 

九、【群育獎】（38 名） 

陳○薰(1) 陳○輝(1) 王○丞(2) 莊○宏(2) 張○程(3) 

劉○瑄(3) 林○恩(4) 蕭○哲(4) 張○鎧(5) 郭○豐(5) 

吳○霖(6) 林○霆(6) 邱○庭(7) 趙○安(7) 陳○曔(8) 

謝○榆(8) 林○辰(9) 陳○宏(9) 孟○恩(10) 蔣○蔚(10) 

李○達(11) 張○遠(11) 王○叡(12) 黃○豪(12) 林○森(13) 

邱○忠(13) 周○宇(14) 劉○哲(14) 李○輔(15) 許○傑(15) 

林○諺(16) 林○庭(16) 黃○哲(17) 蔡○翰(17) 王○棠(18) 

蘇○誼(18) 莊○恩(19) 楊○慶(19) 



3 

十、校友會長獎（39 名） 

成○一(1) 曾○銘(1) 嚴○愷(1) 高○荃(1) 陳○孟(1) 

連○翔(1) 許○翔(1) 楊○勛(1) 徐○廷(2) 葉○霆(2) 

陳○廷(2) 趙○騏(3) 柳○遠(3) 范○耀(3) 蔡○宇(3) 

施○宇(3) 方○仁(4) 詹○勛(4) 林○堃(5) 徐○均(5) 

佘○霖(6) 王○惟(7) 馬○祥(8) 陳○廷(8) 温○勛(9) 

陳○宏(9) 陳○文(10) 黃○樺(10) 鄭○恩(12) 白○必(13) 

胡○恩(14) 蔡○宸(14) 魏○脩(15) 林○序(17) 蘇○寬(18) 

莊○恩(19) 廖○程(19) 楊○慶(19) 許○豪(19) 

十一、家長會長獎（32 名） 

茅○全(2) 郭○毅(4) 陳○安(4) 陳○愷(4) 林○楷(7) 

施○棟(7) 柯○全(7) 蔡○佐(8) 陳○儒(10) 李○峰(11) 

李○達(11) 沈○宏(11) 林○諭(11) 張○遠(11) 郭○誠(11) 

趙○翔(11) 莊○麟(12) 王○祺(13) 呂○禧(13) 張○銓(13) 

陳○文(13) 林○勳(14) 方○成(15) 陳○瑄(15) 蔡○宇(15) 

上官○昀(17) 張○亮(17) 徐○棠(18) 潘○佑(18) 卜○玥(19) 

陳○豫(19) 顏○楷(19) 

十二、全勤獎（35 名） 

陳○孟(1) 陳○薰(1) 王○勛(3) 陳○穎(3) 蕭○銘(3) 

吳○勛(4) 林○宇(4) 吳○儒(5) 趙○翔(5) 羅○杉(5) 

王○智(6) 莊○傑(6) 莊○森(7) 馬○祥(8) 陳○廷(8) 

黃○傑(8) 林○承(9) 邱○凱(10) 劉○辰(10) 吳○恩(11) 

杜○誠(11) 許○翔(11) 郭○嘉(11) 潘○勳(11) 許○元(12) 

鄭○恩(12) 郭○漢(14) 劉○哲(14) 李○勳(15) 鄭○楨(16) 

吳○杰(17) 吳○俞(19) 胡○揚(19) 許○豪(19) 郭○廷(19) 

陳○豫(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