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天主教私立衛道高級中學【高中部】第 62屆畢業生各獎項得獎名單 

一、 董事長致詞及頒發董事長獎（2 名） 高三乙 黃騰葦(年級排名第一名) 

二、 校長致詞及頒發校長獎（2名）     高三乙 賴安荷(年級排名第二名) 

三、 雷鳴遠神父紀念獎（6名）         高三乙 陳品均、高三甲 黃以愷、高三乙 鄭皓擇 

四、 市長獎 (24名)                              

五、議長獎 (24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游子賢 鄭皓擇 張芷瑜 王楷綸 賴宥融 朱立閎 楊舒雯 賴冠廷       

朱峻成 何亘婷 林劭寰 謝鎧駿 劉羿呈 江雅潔 段可凌 傅瑋浚       

蔡家豐 陳建浩 蔡岳助 吳穎芳 賴柏瑞 何芷萱 張心煦 黃柏畯       

六、家長會長獎 (24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王柏竣 左書瑋 文廷揚 沈承勳 林頎彧 黃宇彤 賴丞佑 林宥璦       

陳彥蓁 林俊佑 余柏毅 宋少棠 何念真 沈子謙 顏立杰 林俞辰       

陳德鳴 秦仕昕 宋邵熹 巫家慶 柯沅哲 廖威荏 鄭亦芸 林欣諺       

七、區長獎 (8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游家菱 蔡沅龍 田育瑋 林家葳 林苑仟 曾睿昭 賴昀罄 陳虹樺       

八．校友會理事長獎 (24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鄭逸凱 許至和 陳治仲 巫沛臻 楊林彩桐 劉宥慶 顏培烝 張日瀚      

徐家揚 蔡珮妤 楊美葳 張力元 吳紹弘 楊凱傑 許東瑋 王珞安      

黃奕鈞 蕭煒霖 黃彥鈞 林宥佑 趙昱平 楊詠絜 王雅婷 張凱婷      

九、德行、日常表現獎 (24)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劉玟希 江明錦 林昱緯 莊巽榛 呂少妍 陳姿合 楊舒雯 李庭妤        

蔡佩樺 周定宏 游子葳 汪家丞 黃郁喬 羅堯誠 文辰彧 胡凌瑄        

李育宣 徐翊睿 李明蹊 楊昀臻 蔣尚恩 林玟廷 林峻毅 吳茂群        

十、體育獎 (24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陳大鈞 徐翊睿 李明蹊 陳垣輔 劉羿呈 洪瑋呈 文辰彧 傅瑋浚       

楊雁椉 陳建浩 林劭寰 藍允泰 吳承恩 曾品嘉 許宸豪 林楊鈞 
      

蔡佩樺 何亘婷 廖紫妘 吳依宣 楊林彩桐 楊旻蓁 詹伊恩 廖意欣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黃以愷 黃騰葦 陳聖允 陳垣輔 顧博翔 洪瑋呈 陳冠辰 范羽萱       

范莉筠 賴安荷 何函璇 蔡侑廷 陳亭伃 劉亭沂 沈上傑 廖意欣       

簡若荃 陳品均 潘聿怡 陳宣尹 廖乃萱 陳文誠 余芊嬡 張書睿       

(年級排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十一、服務熱心獎 (89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田秉宸 陳德鳴 簡若荃 蘇柏霖 廖翊洹 李晟嘉 余柏毅 陳冠霖 游子葳 王楷綸 張宗漢 蔡維宸 屈芯伊 徐 謙 許鈞皓 

吳翰宇 曾奕憲 范莉筠 徐翊睿 蕭秉謙  林昱緯 蔡岳助 周書羽 巫家慶 張晏苓 賴秉承 林家葳 吳昱霆 賴宥融 

洪茂家 鄭逸凱 陳旻宜 張恩碩 何亘婷  林劭寰 蔡耀陞 廖紫妘 吳宗益 陳柏元 楊昀臻 簡科華 李宗翰 陳 揚 

張仲瑜 歐睿宜 蔡佩樺 陳建浩 林子葳  李明蹊 吳逸家 潘聿怡 吳依宣 陳垣輔 莊巽榛 林家葳 張峻瑋 陳亭伃 

陳大鈞 楊雁椉 游家菱 張禕倫 紀昀萱  劉昱廷 黃義軒 黃彥鈞 林宥佑 藍允泰 陳宣尹  陳俊宇 劉羿呈 

高三己 高三庚    高三辛          

劉亭沂 林峻毅 鄭 暉 簡光廷 林沛儒 林俞辰 廖怡甄 黃柏畯        

陳姿合 林興穎 鄭芃予 楊捷羽  林郁庭 吳茂群 李庭妤        

羅堯誠 許宸豪 馬睿麟 王雅婷  張凱婷 范凱棋 林楊鈞        

楊旻蓁 許祐誠 黃郁珈 鄭亦芸  王珞安 蘇于勤         

呂奕鉉 陳冠辰 詹伊恩 許東瑋  范羽萱 張書睿         

 

十二、全勤獎 (14名)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高三丁 高三戊 高三己 高三庚         

張仲瑜 陳旻宜 賴安荷 王霈璇 黃敬倫 吳昱霈 朱立閎 文辰彧        

施芃菁 曾婕宣 陳品均  賴秉承  陳巧筑 林峻毅        

 

十三、衛道特別榮譽獎(4名)  

 

 

 

 

官方競賽類---全國以上獲獎 

高三庚 顏立杰 2020 國土測繪圖資 GIS專題應用競賽 全國第一名 

高三庚 鄭芃予 109年高中職地理資訊系統創作競賽 全國第二名 

高三庚 余芊嬡 

1.107 年全國中區(4)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5~17 歲級 50公尺蛙式 第二名 
2.108 年全國中區(1)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5~17 歲級 50公尺蛙式 第三名 
3.108 年全國中區(1)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5~17 歲級 200公尺蛙式 第三名 
4.108 年全國中區(1)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5~17 歲級 100公尺蛙式 第四名 

高三辛 林楊鈞 109年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賽論文組 全國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