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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班級 姓名 英檢成績 獎助金各級門檻標準 發放金額 備註 

1 應二甲 錢○翊 全民英檢中高級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者(或

TOEIC 聽力及閱讀項目合

計 785分以上或其他等同

CEFR B2級) 

每人 

1350元 

本次達到英檢獎勵

門檻的學生共計 61

位，因 110提升職

場英語文能力計畫

英檢獎助金及英文

成效計畫英檢獎助

金經費有限故各級

次金額依照國立臺

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110學年度學生

參加英語文能力檢

定獎勵要點第四點

第二項第三目，修

正獎金額度。 

2 廣二乙 蔡○廷 TOEIC900 

3 應一甲 張○昱 TOEIC885 

4 資三甲 蘇○ TOEIC880 

5 應三甲 馬○君 TOEIC880 

6 應三甲 王○涵 TOEIC875 

7 應三甲 葉○妡 TOEIC870 

8 應三甲 陳○帆 TOEIC855 

9 應一甲 陳○均 TOEIC815 

10 應三乙 盧○霏 TOEIC810 

11 應三乙 蔣○恩 TOEIC795 

12 貿一甲 方○媗 

劍橋國際英語認

證 PET B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者(或

TOEIC 聽力及閱讀項目合

計 550分以上或其他等同

CEFR B1級) 

每人 

900元 

13 應一甲 蔡○閔 

劍橋國際英語認

證 PET B1 

14 商一乙 陳○君 全民英檢中級 

15 應二甲 吳○君 全民英檢中級 

16 應二甲 熊○蓁 全民英檢中級 

17 應二甲 葉○妤 全民英檢中級 

18 應二乙 劉○愷 全民英檢中級 

19 應三甲 邱○鈴 全民英檢中級 

20 應一甲 陳○穎 全民英檢中級 

21 貿二甲 周○綺 全民英檢中級 

22 資二乙 蘇○融 全民英檢中級 

23 應二甲 黃○靖 全民英檢中級 

24 應二甲 張○婷 全民英檢中級 

25 應二乙 徐○哲 全民英檢中級 

26 資三甲 唐○逸 TOEIC775 

27 貿三甲 鄭○薇 TOEIC770 

28 應三甲 郭○慈 TOEIC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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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應三甲 林○妤 TOEIC765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者(或

TOEIC 聽力及閱讀項目合計

550分以上或其他等同 CEFR 

B1 級) 

每人 

900元 

30 貿三甲 曾○萱 TOEIC745 

31 應二甲 莊○蓁 TOEIC745 

32 應二甲 林○伃 TOEIC735 

33 貿三甲 陳○瑜 TOEIC730 

34 應三乙 方○媐 TOEIC725 

35 貿三甲 馬○揚 TOEIC705 

36 會三甲 顏○婷 TOEIC690 

37 貿三丙 郭○瑋 TOEIC690 

38 貿三丙 許○寧 TOEIC675 

39 應一甲 蔣○勻 TOEIC675 

40 應三甲 柯○瑄 TOEIC675 

41 貿三甲 蘇○庭 TOEIC665 

42 應三甲 林○羽 TOEIC665 

43 貿三甲 王○蘋 TOEIC665 

44 貿三丁 陳○慈 TOEIC655 

45 貿三丁 郭○萱 TOEIC615 

46 貿三甲 陳○妤 TOEIC610 

47 貿三乙 龍○安 TOEIC605 

48 貿三丙 蔡○宜 TOEIC595 

49 貿三丁 黃○娟 TOEIC595 

50 會三甲 謝○蓁 TOEIC570 

51 貿三甲 郭○妏 TOEIC570 

52 會一甲 顏○瑾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其他

等同 CEFR A2級) (僅限非

應英學生) 

每人 

450元 

53 貿二甲 郭○荷 全民英檢初級 

54 貿三丁 王○湘 全民英檢初級 

55 貿二丁 蘇○雯 全民英檢初級 

56 貿二乙 王○甄 全民英檢初級 

57 資二乙 俞○玲 全民英檢初級 

58 貿三丁 李○霓 TOEIC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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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觀三甲 吳○宸 TOEIC470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其他

等同 CEFR A2級) (僅限非

應外/應英學生) 

每人 

450元 
60 觀三甲 黃○蓁 TOEIC440 

61 進觀二甲 蔡○正 TOEIC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