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團 法 人 台 中 市 文 昌 公 廟 105 年 獎 助 學 金  
發放日期：105 年 11 月 12、13、14 日（星期六、日、一）三天 

AM 9 :0 0〜 1 2 :0 0 、PM 1 :3 0〜 5 :0 0 於本廟二樓辦公室頒發 

請攜帶申請人或家長印章及通知。敬請於三日內到廟具領 

國中組獎學金名單：  
黃于庭 臺中市市立安和國中 黃瑋婷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許定楷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陳羿婷 臺中市市立豐東國中 賴穎倢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蔡沛錦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簡莉芸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陳儀妙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蔡沛錞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載晨洋 臺中市市立沙鹿國中 許秉宏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陳佑柏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陳品宇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王紫懿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許晟煒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許博舜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黃思翔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英捷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陳湛壬 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陳冠丞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林虹妤 臺中市市立五權國中 

林郁倫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詹語瑤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呂怡祺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唐子康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賴忻宜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施柏宇 私立弘文中學國中部 

陳昕妤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洪敬傑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賴冠綸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林祐誼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李欣潔 臺中市市立豐南國中 林羽萱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王睿哲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沈承勳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宜欣 臺中市市立漢口國中 

粘宜庭 私立東大附中國中部 何宇恩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劉祖維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陳汶妤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洪世承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陳欣柔 臺中市市立沙鹿國中 

蕭安妮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廖英憲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昇博 臺中市市立沙鹿國中 

王韻茨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楊彥霆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侯宇任 臺中市市立雙十國中 

林彥甫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林煜倫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張呈樺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勁甫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林冠廷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張櫂祺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巫松翰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林峻緯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孫卓群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巫柏臻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吳承翰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鄭弘偉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邵勸明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郭品君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鄭弘祥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張語芳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施易鏵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蔡明珊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國中 

李秉桀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張菀瑈 臺中市市立日南國中 林耿暉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廖松毅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吳奕勳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賴加昀 臺中市市立福科國中 

趙彥翔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何佳芸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黃意淂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謝宗佑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汪郁家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黃薏心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柯汝璇 新北市市立新泰國中 何旻蓁 臺中市市立中山國中 李元睿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李育棠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謝言鼎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李昀臻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李沛蓁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黃鈺嵐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蔡語媗 臺中市市立爽文國中 

邱茂宸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田紀繕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黃文霖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陳美彣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顏伶庭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簡士茌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蔡佩樺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葉巧詩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李若宇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張宇捷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梁詠菱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程宥昕 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范以芃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王柏鈞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吳冠臻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莊秉翰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陳元怡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吳悅慈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承宇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盧欣妤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黃柏予 臺中市市立四育國中 

姚芊妤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王彥翔 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陳羿妘 臺中市市立崇德國中 

袁安妤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黃雅淳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洪翊萱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張琬婷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江品言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謝昀佑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賴致向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呂宜庭 臺中市市立安和國中 廖庭甫 臺中市市立漢口國中 

劉珊如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賴芑蓁 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林沛含 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黃郁芸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謝佩妏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彥君 臺中市市立雙十國中 

歐臻陽 新竹縣縣立博愛國中 莊喆丞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張以雨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王筠喬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張家瑀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梁彧齊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施泓瑜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黃翊豪 私立南光中學國中部 李奕承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沈有璿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謝宛宜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陳冠妤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簡睿宏 臺中市市立福科國中 廖依亭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胡柏誠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袁晨馨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許舒婷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呂宇涵 臺中市市立五權國中 

吳庭萱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趙建鈞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賴繼堯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張紋馨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昀莊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林瑞文 臺中市市立光德國中 

林沛儒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耿弘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林瑞裕 臺中市市立光德國中 

葉上僾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楊韻臻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陳泓諭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陳柔方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澔廷 私立精誠中學國中部 黃楷哲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湯喬雅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廖千岳 臺中市市立漢口國中 卓政祐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劉宇翰 臺中市市立爽文國中 廖廷偉 臺中市市立漢口國中 楊淳銘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唐翊雯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黃千宸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林昱霈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王洛君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楊辰彬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曾禹碩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許子顥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楊琮熹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張昕茹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林渝暄 臺東縣立都蘭國中 黃品臻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張嵩禾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賴乙萱 臺中市市立安和國中 丁庭右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林仕祥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江光勛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白楷駿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仕敏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巫煥棋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潘玠佑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林芷榆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周育萱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廖怡甄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林芷琪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羅宥均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黃柏儒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林育輝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李郁賢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朱昱泓 私立宜寧高中國中部 劉佳穎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吳佳壎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黃姿璇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賴柏融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賴禹晴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劉子瑀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余宗謙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賴禹儒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林羿瑄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徐家昱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林育伃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謝惠喻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朱聖祐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范雅婷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卓政緯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峻瑋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廖芷仟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賴詩涵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以馨 臺中市市立光德國中 

張皓翔 臺中市市立居仁國中 林芳廷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林欣諭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游翔茌 臺中市市立漢口國中 林宥廷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廖紫婷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陳芝宇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張博嘉 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黎晏廷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黃渝鈞 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陳冠蓁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楊采穎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羽瞳 臺中市市立光德國中 李姷佳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黃柏勳 臺中市市立光正國中 

朱誼臻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吳婕暄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黃鉦洋 臺中市市立光正國中 

朱志緯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羅韋宗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蕭語柔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中 

黃柏翔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楊子諒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黃楷然 新竹市市立光華國中 

陳建甫 臺中市市立崇倫國中 劉方淇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施淯淇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柏睿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劉姸昕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顏郁芯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賴品彣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林玟霖 臺中市市立光榮國中 呂  祈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朱韋丞 臺中市市立至善國中 呂育真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彥綸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李岱柔 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范祐安 臺中市市立萬和國中 王證皓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吳瑩苡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吳昊洋 南投縣縣立中興國中 黃裕程 臺中市市立光明國中 

賴欣甯 臺中市市立三光國中 阮鈴育 臺中市市立光德國中 吳嘉仁 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怡慈 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吳孟嬛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姿妤 臺中市市立向上國中 

黃楚璇 私立東大附中國中部 孫文浩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王浡維 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鄭兆廷 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林巧絜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詹海銘 私立麗澤國民中小學 

陳羿璇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游東諺 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林明潔 臺中市市立大墩國中 

陳品瑜 臺中市市立大業國中 張顒顯 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林泓圻 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謝佳昀 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蔡昕妤 臺中市市立福科國中 陳雅萍 臺中市市立黎明國中 

林嘉瑄 私立曙光女高國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