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模範生
班級

中文姓名

特殊優良事蹟簡述

王彥智

1. 有服務的熱忱以及負責任的態
度。
2. 擔任英文小老師認真盡責。
3. 守秩序，服儀為模範者

一年乙班

黃莨瑋

1. 在班上擔任服務股長，認真負責。
2. 參加校內創意新點子競賽。
3. 校內技能競賽榮獲第三名。
4. 代表班級參加書法比賽。

一年丙班

吳婉榕

1. 擔任班長職務，認真盡責。
2. 品學兼優積極參與班級事務。

胡瑟瑜

1. 擔任班級幹部認真盡責，協助班
上事務。
2. 各項活動海報製作用心，品學兼
優。

一年甲班

一年丁班

一年戊班

黃韋珊

1. 高一班旗設計競賽第一名。
2. 主動參與班級聖誕節佈置，擔任
負責人。
3. 參與校內新點子競賽。
4. 英文學習表現優異，代表班上至
中興大學參加研習。
5. 校內前十傑。

一年己班

黃紹愷

1. 成績優良，學習態度佳，
做事認真。

陳博盛

1. 擔任班級專業小組長。
2.課業學習認真用心，積極參與各項
研習及比賽，屢獲佳績。
3.應對進退得體，有禮貌，笑口常
開，熱心助人，皆主動參與班級各
項活動。
4.處事態度正向積極，肯負責努力。

沈羿龍

1. 參加校內技能競賽。
2. 為光華儀隊成員，認真積極。
3. 105-1 協助聖誕教室布置。

電子二忠

資訊二忠

資訊二孝

電機二忠

電機二孝

電機二仁

楊承育

1. 105-1~106-1 擔任班級幹部認真
盡責。對自我份內責任能完全盡
責。
2. 105-1~106-1 參與學校團隊(拔河
隊)能盡心、努力練習。
3. 106-1 暑輔期間，全勤到課。

謝德霖

1. 105 學年度愛國歌曲第二名。
2. 聖誕布置榮獲優勝。
3. 擔任學校藝能組長。
4. 擔任社團幹部活動組長。
5. 參加國立科學博物館科技創意實
作競賽。

涂智程

1. 擔任幹部，工作盡責。
2. 主動參與班上活動，並規劃活動
內容。

張有璿

1. 擔任班上專業組長，對於師長交
辦事項使命必達，準時完成交付
任務。
2. 熱衷班上事務，足以擔任其他同
學楷模。
3. 課餘及假日會在家裡開設之餐廳
幫忙，體恤父母辛勞。

機械二忠

機械二孝

模具二忠

製圖二忠

張憲明

1. 主動教導同學課業，發揮同學愛
的精神。
2. 參加本學期朗讀、演講比賽積極
認真。
3. 主動協助班上班務的推行。

廖宜賢

1. 參與學校管樂隊，認真負責。
2. 擔任服務股長認真負責。
3. 盡心盡力為班上服務，友愛同學
尊敬師長。
4. 多次名列十節成績優異。

黃瑜孜

該生擔任班長，細心負責，並且
盡心盡力籌畫啦啦隊曲目、練舞，帶
領班級比賽，得到第三名佳績，早上
到校會主動協助班級教室開窗，值得
肯定。

許廷維

1. 擔任幹部認真、負責，主動協助
班級事務。
2. 參加勞作教育活動，表現良好。
3. 主動協助師長，與同儕互動良好。

室設二忠

室設二孝

動畫二忠

消防二忠

劉律寬

1. 擔任副班長認真負責，有效掌控
出缺勤。
2. 管 理 班 級 事 務 能 力 佳 ， 且 能 提
醒、協助同學完成各項事務。
3. 協助啦啦隊音樂剪接、聖誕點燈
影片之製作。
4. 擔任讀書會小組組長，教導並提
升組員的課業。

朱晉彣

該生一年級時，成績平平，但二
年級開始十分努力，目前為止都是前
三名。此外，只要發現餐桶未抬或掃
區不潔時，也都二話不說，主動協
助、默默完成。同時本學期也擔任本
班藝能小組長，認真努力的態度及不
求回報、與人為善的精神，足以成為
本班楷模。

楊瑞蕓

1. 105-2 參加 BAP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
國際認證表現優異。
2. 105-2 擔任幹部負責、盡職，表現
優異。
3. 106-1 第一次段考學業成績排名
全年級第 10 名。
4. 106-1 第二次段考學業成績排名
全年級第 9 名。
5. 106-1 光華文藝季徵文比賽榮獲
「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佳作。

莊善愷

1. 擔任班上專業股長時，為同學和
專業科目老師的溝通橋樑。除協
助教師收同學作業、實習課時協
助同學準備工具，指導同學使用
器具。
2. 在 班 上 時 ， 主 動 協 助 啦 啦 隊 比
賽、海報製作、課後替同學加強
課業等，實為班上模範表率。

電子三忠

電子三孝

資訊三忠

洪嘉晟

作業檢查熱心服務同學，擔任班
幹部負責進取、盡心盡力，堪為表
率。

林鈺凱

1. 高一上讀書心得特優。
2. 高一國文詩歌朗誦比賽第一名。
3. 105 年 9 月 11 日參加(2016 人工
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
及國際邀請賽)獲得國內高中職
組第六名。
4. 高三參加反毒微電影徵選獲得第
三名。
5. 高二英文話劇比賽第二名。
6. 高二上讀書心得甲等。
7. 高二下讀書心得特優。
8. 高二國文演講比賽第三名。

黃俊瀚

1. 每學期課業總成績，多次榮獲全
班第 1 名。
2. 每學期德育成績，都超過 90 分，
名列前茅，完全沒有懲處紀錄。
3. 每學期都擔任班級的重要幹部，
任勞任怨，負責盡職。

資訊三孝

資訊三仁

電機三忠

電機三孝

王彥均

1. 積極主動好學不倦，善於鼓勵他
人。
2. 參與多項校內競賽表現優良。
3. 能對交辦事項盡責完成。

張邦恩

1. 105-2 學期擔任出納組長，認真盡
責。
2. 班 級 整 潔 工 作 能 用 心 處 理 及 協
助。
3. 協助班級聖誕佈置及善後工作。

林星宇

1. 擔任班級文史組長。
2. 參加樂高機器人比賽。
3. 參加自走車研習。
4. 主動協助幹部和同學。
5. 服務熱心、樂於助人。

王昱豈

1. 擔任班級會計兼園藝養護組長，
整理班級帳冊金額清楚無誤，認
真盡責並圓滿完成階段性任務。
2. 熱心參與勞作教育聖誕布置、油
漆粉刷、園藝養護等活動。
3. 主動協助製作公訓晚會道具及晚
會編舞，使班級榮獲公訓第一名。
4. 待人誠懇，人際關係良好，熱心
幫忙班級事務及同學課業。

機械三忠

機械三孝

模具三忠

製圖三忠

林豐和

1. 從 105-1~106-1 為班長的領導者擔任班長之職務。
2. 帶領班上參與各大校內活動，表
現優異。
3. 協助班級與各任課教師處理班級
事務。

陳乙丞

1. 擔任衛生組長，負責盡職。
2. 積極參與班級事物，服務熱心，
能協助老師及同學各項事務，和
同學相處融洽。
3. 尊師重道，在課業上認真學習，
積極向上。

陳宏愷

1. 擔任班級 105-1、105-2 採購兼維
修保管組長。
2. 擔任 105-2 魔術社社長。
3. 該生熱心服務，尊師重道為一優
秀人才。

洪瑋婕

1. 品學兼優、會主動協助同學課業
複習。
2. 協助教室耶誕佈置，認真負責。
3. 每日於黑板書寫明日注意事項，
並提醒同學應攜帶之物品。

製圖三孝

室設三忠

室設三孝

動畫三忠

洪啟揚

1. 擔任副班長負責盡職，且任勞任
怨熱心為班級團隊服務與付出。
2. 學習認真品學兼優、尊師重道、
服裝儀容整齊清潔，堪為同儕之
表率。
3. 技能表現優秀，通過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及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丙級雙證照。

林柏吟

1. 熱心班務，友愛同學，尊敬長上。
2. 代表學校參與外交小尖兵，表現
優異。
3. 積極參與學校各項比賽，成績優
良。

劉旻家

1. 勤勉上進，謙虛為懷。
2. 熱於助人，積極參與班級各項活
動。
3. 課業上主動輔導同儕，值得鼓勵。

林書羽

1. 擔任本班學藝股長，認真負責。
2. 參加學校文藝季徵圖比賽榮獲第
三名。
3. 參加光華 60 校慶、聖誕點燈教室
布置第一名
4. 參加光華校慶環保海報比賽榮獲
第三名。
5. 參加 107 級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
獲第二名。

動畫三孝

消防三忠

消防三孝

洪承孺

1. 校內技藝競賽 106-1 網頁設計，
榮獲第二名。
2. 教師節四格漫畫，榮獲第三名。
3. 校內技藝競賽 105-1 平面設計，
榮獲第二名。
4. 全國交通安全海報，榮獲佳作。
5. 校內技藝競賽 105-2 平面設計，
榮獲第三名。
6. 校內技藝競賽 105-2 3D 動畫，榮
獲第二名。

蔡郡慈

1. 擔任副班長，處理事務、管理班
級秩序，熱心負責。
2. 協助處理輪友社海報製作、各項
社務，熱誠投入，獲甲等社團榮
譽，展現多元能力。

林鈺騰

1. 擔任副班長，處理各項表單及學
務處事務，積極主動，可為表率。
2. 協助 106-1 教師節海報、聖誕布
置的製作。
3. 指導全班練習公訓莒拳與團舞。
4. 能教導同儕完成力學、測量與生
涯規劃的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