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第 64屆畢業典禮流程表 

1、典禮開始 

2、董事長獎（1名）國三乙 陳愷鈞(年級排名第一名) 

3、校長獎（1名）  國三 1 曾學典(年級排名第二名) 

4、雷鳴遠神父紀念獎（3名）國三乙 林亮辰、國三乙 張凱翔、國三 2邱楷崴(年級排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5、市長獎 (51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曾學典 邱楷崴 游鎔瑋 李建緯 張瑋真 周侑臻 張邵晴 張睿恆 王昱勛 林承頡   

林諺豐 張瑋庭 呂學彥 何品澄 陳宥均 林士捷 王俐喬 紀均翰 林傳浩 林郁樺   

陳威碩 李建宏 陳孟軒 呂芮安 劉瑜忻 盧柏翰 劉禹辰 周鉦霖 施建廷 嚴偉宸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郭宸妤 沈苡恩 許詔鈞 林楷恩 劉程聿 蔡閎宇 陳愷鈞      

郭尚霆 陳致安 劉孟暉 楊婷恩 江奕萱 烏弘智 林亮辰      

陳靖燁 劉彥岑 黃晴恩 郭宗祐 蔡欣諭 蔡詠昕 張凱翔      

 

6、議長獎(51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李奕欣 尤塏廷 周恩百 葉恩琳 鄭宇晴 何睿愷 蘇維倫 陳品妤 顏佑安 陳彥彤   

梁筑鈞 張宸凱 陳盈安 陳睿宏 陳彥竹 陳柏儒 鄒庭豪 張立想 陳姵嬛 吳承諺   

陳宗衛 李昀蓁 徐唯泰 程廷愷 王子奕 郭恩彤 邱奎涵 謝孟峻 黃稟翔 白巧宜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李明潔 周首安 陳伯宇 陳 寧 許晉嘉 許詩羽 曾睿閎      

劉哲綸 林俊昕 李泓誼 陳宜珈 陳品州 徐崇員 陳之勤      

楊尚恩 呂侑恩 楊奇恩 林殿期 卓妤柔 蔡侑庭 楊晨玄      

 

7、家長會長獎(51名) 

 

 

 

 

 

 

 

 

 

 

八、區長獎(17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張嘉喜 郭曜緯 羅才棣 詹凱亦 李育栢 莊牧翰 陳暄宜 張伯綸 趙麒竣 戴苡竹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陳維則 黃明善 李家菁 陳俊憲 林依儂 張芳森 王晨諺      

 

九、校友會理事長獎(51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林冠宇 林昱晴 張岳軒 鄧丞庭 劉亯亨 劉冠呈 李亮達 林柏翰 王彥鈞 張家睿   

王宥鈞 宋昀禧 謝浩群 李鈞昊 杜亮衡 邱筱惠 柯聿埔 周育任 王琮鈞 黃柏翔   

林彥均 陳科穎 陳品丞 林彥博 黃旬雍 陳均昊 蔡東霖 劉昀承 吳雨諾 余尚祐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黃祈量 廖宥鈞 劉芃筠 黃鈺茗 林咨宇 劉承翰 游捷兆      

陳宇翔 林浩群 賴思寰 謝睿璘 游家瑋 江珮儀 陳宥妤      

陳塘棠 葉寰廷 林祈豪 柯有紘 林泓廷 周安昱 李穎睿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朱庭葦 張淯翔 陳冠曄 徐煜橙 黃振軒 林為皓 林維珊 洪偉晉 賴韜任 張瑋庭   

胡哲銓 蕭綺㚬 陳重螢 劉博軒 田昇弘 賴沛欣 鄭綻緯 劉昕睿 唐虹儀 楊凱任   

李勻斌 林琮盛 周侑德 何長璟 王于銜 張馨云 張博昕 顏子鈞 許靜恩 陳宥勳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呂坤穎 江函恩 顏睿宏 林韋丞 連柏宇 莊明維 謝昕倢      

劉建佑 柯怡安 蘇 珊 陳良愷 劉丞浩 卓融聲 邱奕禔      

陳彥甫 楊明宸 顏碩亨 黃瀚霆 張禕庭 蔡維恩 陳力行      



 

 

 

十、德行日常表現優異獎(51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江承恩 黃璿任 林鼎勳 劉宇書 陳昇暘 劉秉原 林言宥 吳翊岑 林郁家 陳柏凱   

陳宥銘 邱楷崴 黃昱瑋 李福誠 張宇承 鄭又瑋 陳彥勳 陳冠亦 張友柏 簡上鈞   

葉曦縈 張淯翔 張悠齊 林孟浩 楊皓文 李冠淳 廖子瑒 黃榆婷 林庭萱 余牧潔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陳裕鈞 黃渤勝 林妤蓁 沈駿騰 曾冠瑜 張寶元 程旭寬      

廖森田 陳昶佑 翁珞恩 許耀鍾 廖偉智 陳杰佑 薛仕廷      

蔡竣聿 林浩群 紀亯宏 張云姮 廖子萱 劉蕙寧 雲巧昕      

 

十一、體育獎(51名)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李奕欣 丁睿宇 張峻誠 孫秉毅 劉子齊 吳翰軒 李亮達 洪偉晉 陳俞齊 邱俊璋   

林沁怡 黃仲寧 張智詠 徐煜橙 賴建呈 林士捷 姚曉均 陳廷科 陳宇泓 陳柏凱   

劉晏婕 林志怡 林芷芸 葉恩琳 鄭宇晴 蔡承峻 丁彥傑 吳翊岑 林庭萱 余牧潔   

國三 11 國三 12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陳裕鈞 張凱勛 廖彥閔 黃之藟 徐穆平 陳杰佑 張雅安      

盧品翰 張皓勛 劉宗穎 賴庭安 林育弘 蔡閎宇 王晨諺      

徐苡芯 呂侑恩 顏睿宏 林郁涵 陳有慧 江珮儀 邱彥碩      

 

十二、服務熱心獎(7名) 

國三 2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11        

郭曜緯 黃兆晨 徐已婷 范華驛 謝國加        

林昱晴  張宇承          

  鄭宇晴          

 

十三、全勤獎 (137名 )  

國三 1  國三 2  國三 3 國三 4   國三 5  國三 6 國三 7 

朱庭葦 鄧祺勳 尤塏廷 李昀蓁 陳宥任 王韋喆 徐煜橙 王靖云 方冠竣 陳彥竹 賴昱幃 林冠廷 

江承恩 李佳欣 李承祐 徐士涵 李政融 何品澄 程廷愷 羅紫綺 林哲宇 張以璇 周侑臻 林耕廷 

李勻斌 張嘉喜 李建宏  林芷芸 李建緯 劉冠儀  張宗碩   陳彥勳 

林冠宇 廖姿昀 林旭晟   李鈞昊 劉哲佑  張皓晴   黃仲熙 

洪啟皓 劉晏婕 鄭佳雲   林孟浩 劉博軒  陳宥均   蘇維倫 

國三 7  國三 8   國三 9  國三 10 國三 11  國三 12  

楊可帆 王俐喬 王宥程 徐子堯 蔡宗育 王彥甯 張禾諺 林郁樺 張志佐 陳塘棠 林浩群 柯宜蓁 

劉禹辰 邱奎涵 呂俊愷 張睿恆 蔡宜哲 李承遠 趙麒竣 程鈞漢 陳柏宇 李明潔 陳昶佑 張睿筑 

鄭綻緯  林冠甫 陳宥廷 羅楊勁軒 謝文傑 林庭萱 余牧潔 陳裕鈞 劉建佑 楊明宸  

賴宥任  林柏翰 游承樺 黃子庭 林傳浩 陳姵嬛 陳彥彤 游鈞皓  廖宥鈞  

薛宇紘  洪偉晉 劉昀承 劉昕睿 張友柏   黃祈量  林采薇  

國三 13   國三 14  國三 15  國三甲  國三乙   

吳羽冠 紀亯宏 翁珞恩 林韋丞 蔡婷宇 林育弘 蔡昊均 王晨諺 江珮儀 林宏碩 謝昕倢  

吳尚恩 徐 劼 楊衣萱 林楷恩 顏姿寧 林咨宇 江奕萱 劉釔婷  邱奕禔 王翊亭  

李庭宇 楊孟埴  陳良愷  邱宇睿 廖子萱 劉承翰  程旭寬   

林裕宸 劉孟暉  蔡侑廷  陳益鼎 蔡采霏 蔡侑庭  楊晨玄   

洪郁翔 羅浩允  賴庭安  黃鈺翔  蔡閎宇  葉柏辰   

 

十四、衛道特別榮譽獎(名)  

官方競賽類---全國以上獲獎 

國三

乙 
謝博鈞 2019 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決賽榮獲金牌及年級總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