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零七學年第一學期勁梅校長獎獲獎名單
縣市 學校代碼
台北市 373611
台北市 423614
台北市 313609
台北市 383607
台北市 353607
台北市 403606
台北市 323609
台北市 373603
台北市 383619
台北市 343608
台北市 423601
台北市 363604
台北市 373607
台北市 423604
台北市 343607
台北市 383609
台北市 413618
苗栗縣 054656
苗栗縣 054610
苗栗縣 054702
苗栗縣 054654
苗栗縣 054686
苗栗縣 054701
苗栗縣 054711
苗栗縣 054636
桃園市 034650
桃園市 034640
桃園市 034680
桃園市 034785
桃園市 034709
桃園市 034765
桃園市 034678
桃園市 034622
桃園市 034644
桃園市 034731
桃園市 034693
桃園市 034755
桃園市 034651
桃園市 034727
桃園市 034653
桃園市 034685
桃園市 034703
桃園市 034759
桃園市 034692
桃園市 034690
桃園市 034603
桃園市 034750
桃園市 034781
桃園市 034747
桃園市 034725
桃園市 034689
桃園市 034624
桃園市 034605
桃園市 034662
桃園市 034688
桃園市 034647
桃園市 034643
桃園市 034657
桃園市 034786
桃園市 034656
桃園市 034767
基隆市 173630
基隆市 173634

學校名稱
市立福星國小
市立明德國小
市立健康國小
市立景興國小
市立忠孝國小
市立康寧國小
市立博愛國小
市立東園國小
市立辛亥國小
市立吉林國小
市立北投國小
市立永樂國小
市立華江國小
市立關渡國小
市立五常國小
市立永建國小
市立蘭雅國小
縣立后庄國小
縣立五穀國小
縣立內灣國小
縣立僑善國小
縣立成功國小
縣立卓蘭國小
縣立汶水國小
縣立五福國小
市立霄裡國小
市立大埔國小
市立龍岡國小
市立雙龍國小
市立蚵間國小
市立興仁國小
市立中正國小
市立大華國小
市立新路國小
市立三民國小
市立富岡國小
市立龍星國小
市立大安國小
市立龍源國小
市立廣興國小
市立忠貞國小
市立東明國小
市立大業國小
市立大同國小
市立楊梅國小
市立中埔國小
市立祥安國小
市立永順國小
市立同安國小
市立石門國小
市立北勢國小
市立大園國小
市立會稽國小
市立仁善國小
市立復旦國小
市立大勇國小
市立龍壽國小
市立福安國小
市立龍安國小
市立內柵國小
市立義興國小
市立瑪陵國小
市立八堵國小

註:本學期獎助學金每名3000元
學校地址
申請人姓名
年/班級
推薦校長
[108]台北市萬華區福星里中華路一段66號
刁○泓
四年戊班 陳清義 校長
[112]台北市北投區榮華里明德路190號
黃○軒
三年三班 塗振洋 校長
[105]台北市松山區延壽街168號
劉○恒
四年二班 陳素蘭 校長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安里景華街150巷21號
李○婷
二年六班 陳熔釧 校長
[100]台北市中正區梅花里忠孝東路2段101號
呂○安
六年乙班 康燕玉 校長
[114]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星雲街121號
邱○榕
五年六班 張素花 校長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鄰95巷20號
洪○恩
五年十班 徐建華 校長
[108]台北市萬華區全德里東園街195號
黃○祐
五年二班 陳毓卿 校長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昌里辛亥路4段103號
徐○均
四年一班 陳弘偉 校長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原里長春路116號
蘇○榆
三年三班 虞志長 校長
[112]台北市北投區長安里中央北路1段73號
呂○瑋
四年三班 翁世盟 校長
[103]台北市大同區南芳里延平北路2段266號
李○蓁
四年二班 張永欽 校長
[108]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陳○美英
六年一班 張禎娟 校長
[112]台北市北投區一德里中央北路4段581號
葉○諺
六年三班 林淑華 校長
[104]台北市中山區下埤里五常街16號
鄭○云
六年一班 莊訪祺 校長
[116]台北市文山區華興里試院路2號
周○祐
五年孝班 吳文德 校長
[111]台北市士林區蘭興里磺溪街57號
黃○豪
六年一班 李之法 校長
[351]苗栗縣頭份鎮合興里20鄰文化街20號
陳○涵
六年己班 劉敏珍 校長
[363]苗栗縣公館鄉五穀村260號
韋○廷
六年甲班 何英忠 校長
[369]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十一鄰120號
張○傑
六年甲班 萬芷妘 校長
[351]苗栗縣頭份鎮中正一路395號
周○瞱
六年乙班 王裕發 校長
[356]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04之1號
曾○馨
六年甲班 黃俊杰 校長
[369]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中山路125號
詹○琪
六年甲班 陳志華 校長
[365]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四鄰12號
羅○宜
四年甲班 黃秀英 校長
[357]苗栗縣通霄鎮5北里30之1號
黃○承
六年甲班 周昌柏 校長
[334]桃園市八德區竹圍里魚池下14號
邱○瑜
五年乙班 古艷麗 校長
[333]桃園市龜山區舊路里18之2號
陳○琳
五年甲班 黃玉鳳 校長
[320]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232號
朱○萱
六年一班 何泰昇 校長
[325]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346號
鍾○恩
六年三班 楊陳傑 校長
[327]桃園市新屋區後庄里三鄰40號
陳○妤
三年甲班 方緒蓮 校長
[320]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210號
林○慈
六年四班 吳玉琦 校長
[320]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329號
顏○展
五年一班 劉文忠 校長
[338]桃園市蘆竹區大華里大華街98號
李○豪
六年一班 黃坤亮 校長
[333]桃園市龜山區新路里永和街12號
耿○涵
六年二班 林恭賢 校長
[336]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十一鄰57號
陳○妮
六年甲班 利百芳 校長
[326]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中正路147號
沈○妮
六年丁班 詹益鉅 校長
[325]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69號
張○旱
四年二班 張定貴 校長
[334]桃園市八德區大安里和平路638號
呂○勳
二年乙班 楊炳清 校長
[325]桃園市龍潭區高平里深窩子16之1號
陳○嘉
二年甲班 楊建華 校長
[334]桃園市八德區廣興里十六鄰雙連坡1-1號
林○萱
六年甲班 張瓊友 校長
[324]桃園市平鎮區龍興里龍南路315號
張○豪
五年八班 彭裕晃 校長
[327]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一段474號
鍾○洋
五年一班 林志展 校長
[330]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35號
黃○育
三年六班 黃清淵 校長
[326]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85號
游○庭
四年仁班 徐水柯 校長
[326]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1號
張○邦
三年三班 詹益賢 校長
[330]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54號
楊○菁
六年一班 黃慶宗 校長
[324]桃園市平鎮區湧安路45號
徐○鍇
五年乙班 姜智惠 校長
[330]桃園市桃園區永順街100號
李○璇
六年三班 嚴朝寶 校長
[330]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一街48號
盧○瑜
五年六班 徐自弘 校長
[325]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88號
簡○倖
五年二班 陳秀惠 校長
[324]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330號
莊○璇
六年丙班 劉宏隆 校長
[337]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尖山中正東路160號 劉○玲
六年八班 楊玄正 校長
[330]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1080號
林○杰
六年三班 羅仕然 校長
[335]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埔頂路二段109號
江○霆
五年乙班 游淑珍 校長
[324]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1號
邱○祐
二年六班 詹益銘 校長
[334]桃園市八德區大勇里自強街60號
張○傑
四年三班 陳永發 校長
[333]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龍校街30號
韋○真
五年甲班 張雅筑 校長
[335]桃園市大溪區福安里十六鄰復興路一段755號
何○萱
六年一班 張大昌 校長
[338]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35號
俞○懋
五年三班 吳振世 校長
[335]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三鄰安和路38號
高○
四年甲班 桂景星 校長
[324]桃園市平鎮區義興街55號
盧○渝
六年一班 馮立縈 校長
[206]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1號
李○賢
三年甲班 詹麗娟 校長
[205]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7號
周○嫻
六年甲班 柴成瑋 校長

巍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零七學年第一學期勁梅校長獎獲獎名單
註:本學期獎助學金每名3000元
縣市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申請人姓名
年/班級
推薦校長
基隆市 173636
市立暖江國小
[205]基隆市暖暖區寧靜街3號
張○毓
五年一班 曾恕華 校長
基隆市 173623
市立中華國小
[203]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46巷26號
楊○蓉
五年一班 潘志煌 校長
基隆市 173633
市立建德國小
[204]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392號
鄭○嘉
五年九班 江漢雄 校長
基隆市 173607
市立中興國小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40號
詹○君
四年忠班 楊志欽 校長
基隆市 173617
市立西定國小
[204]基隆市安樂區新西街1號
吳○霓
六年一班 陳立國 校長
新北市 014816 市立頭湖國民小學 24446新北市林口區民權路101號
陳○美
六年一班 黃文賢 校長
新北市 014730
市立中港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立志里中港一街142號
張○鈞
六年二班 張文斌 校長
新北市 012F01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24446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425號
文○崴
五年智班 謝順榮 校長
新北市 014668
市立青潭國小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82巷2號
江○靜
六年一班 曾長麗 校長
新北市 014766
市立中山國小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59巷31號
劉○廷
六年六班 王健旺 校長
新北市 014794
市立北新國小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8號
蔡○吟
六年七班 曾秀珠 校長
新北市 014639
市立錦和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2號
歐○辰
六年十一班 李高財 校長
新北市 014638
市立自強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200號
詹○皓
五年三班 許以平 校長
新北市 014713
市立育英國小
[251]新北市淡水區埤島里14號
楊○茹
六年忠班 蔣承志 校長
新竹市 183605
市立西門國小
[300]新竹市北區北大路450號
汪○萱
二年己班 陳進豐 校長
新竹市 183629
市立高峰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高翠路332巷2號
朱○甄
三年孝班 劉向欣 校長
新竹市 183601
市立新竹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興學街106號
吳○恩
六年四班 張淑玲 校長
新竹市 183611
市立載熙國小
[300]新竹市北區武陵里東大路二段386號
劉○恩
五年九班 陳嚴坤 校長
新竹市 183614
市立水源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仰德路11號
江○杰
六年甲班 何信煒 校長
新竹市 183613
市立建功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104巷22號
劉○玲
六年十班 劉芳遠 校長
新竹市 183604
市立東門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號
彭○萍
六年十班 李阿丹 校長
新竹市 183607
市立東園國小
[108]台北市萬華區全德里東園街195號
陳○妍
六年十二班 曾玉蓮 校長
新竹市 183620
市立朝山國小
[300]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五段648巷126號
林○琪
六年忠班 李麗娥 校長
新竹市 183606
市立竹蓮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食品路226號
張○予
六年仁班 周雯娟 校長
新竹市 183608
市立三民國小
[336]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十一鄰57號
陳○璇
五年一班 陳智龍 校長
新竹縣 044609
縣立玉山國小
[306]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四鄰25號
鍾○芯
三年甲班 張鎮昌 校長
新竹縣 044684
縣立東興國小
[30274]新竹縣竹北市竹嘉豐十一路二段100號
吳○婕
六年四班 范揚焄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