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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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組獎學金名單：  

陳建霖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陳昶宇 國立陽明大學 陳律蓉 國立中興大學 

邱子凌 私立實踐大學 張幸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邱涵微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張貽茹 台北市立大學 李宜臻 國立高雄應用科大 郭昱廷 國立台灣大學 

賴芊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王鈺婷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鄧齡喬 國立陽明大學 

賴宥菲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張元 私立東海大學 黃鈺玟 國立台中科大(二技) 

江育慈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黃宇晨 私立亞洲大學 洪 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凌玉庭 私立嘉南藥理科大 李瑜芳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泰瀚 國立國防醫學院 

凌玉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陳盈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黃靖雯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葉怡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黃慧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賴念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林宥盛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李柏毅 私立建國科技大學 洪千容 國立台灣大學 

楊靜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戴瑞瑤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黃俞甄 私立淡江大學 

陳亭云 私立嘉南藥理科大 吳冠儀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簡嘉泓 國立台灣大學 

古晉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忠育 國立政治大學 顏雅亭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張家瑜 國立交通大學 陳藝方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黃佑銘 私立亞洲大學 

卓芷芸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江郁亭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秀菁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施彥仲 國立台東大學 黃世昕 私立長庚大學 李珮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賴怡穎 私立東海大學 游惠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莊瑜嫺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彥廷 私立輔仁大學 江翊瑋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柏臻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楊鎮遠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紀佳妤 國立交通大學 陳冠允 私立明道大學 

柯仲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賴姿羽 國立建國科技大學 凌 立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張芷梅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詹芯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盧保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呂安茹 國立中正大學 葉芸溱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陳宥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吳翊宇 國立台中科大(二技) 葉勝睿 私立高雄義守大學 賴宣任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湯家典 國立台灣大學 魏禎瑩 國立高雄海洋科大 江奕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楊子瑩 國立台北大學 洪菁妏 國立政治大學 賴宥逸 國立中興大學 

黃麒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蔡其芸 國立台灣大學 周聖嘉 私立逢甲大學 

賴晉雍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劉彥妤 私立靜宜大學 賴荻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何佳臻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劉盈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宛儒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徐慈玟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賴秉廷 國立嘉義大學 洪玉芳 私立逢甲大學 

劉彥彤 私立亞洲大學 蕭亦聆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張庭瑜 私立新生護專(五專) 
廖千瑩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呂宜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陳建智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賴德容 國立中興大學 羅珮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王侑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廖子淇 私立環球科技大學 劉育婷 國立聯合大學 戴毓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涂育禎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周 衡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張珈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芷瑜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張宇泓 國立台灣大學 蔡伊茜 國立成功大學 

廖婉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李紹羽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何昕蓓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張馨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廖文翎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蔡雅如 私立亞洲大學 

吳曼瑄 國立中正大學 林建銘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姷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王靖淇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夏冠廷 國立台灣大學 陳姷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賴詣祥 私立逢甲大學 蔡昀霖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黃麒翰 國立陽明醫學院 

許惠晴 私立大葉大學 廖霈涵 私立亞洲大學 蔡文堯 私立輔仁大學 

陳冠宇 國立交通大學 廖俐瑄 私立亞洲大學 張瓊文 國立中興大學 

曾敏惠 私立中臺科技大學 陳昱任 私立靜宜大學 劉青榆 國立台灣大學 

章詠鈞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李 昀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游涴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劉德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李雨宣 台北市立大學 林欣緯 中山醫大健康管理學院 

廖翊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李雨柔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陳彥廷 私立逢甲大學 

林俊樑 國立台灣大學 董逸如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丁鈺家 國立成功大學 

林佳諭 國立台南大學 黃毓涵 國立中興大學 陳沛妘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貞吟 國立中正大學 陳加晉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陳旆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賴盈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陳詠婷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王毓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鐸文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廖怡雯 私立長庚大學(二技) 戴伍含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徐寅棋 私立臺灣科技大學 王慕庭 國立成功大學 戴伍吟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謝佳妤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程于庭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李鴻宣 私立長庚大學 

陳宗奕 國立台灣大學 林志揚 私立世新大學 杜安濠 國立台中科大(二技) 
周佩萱 國立澎湖大學 林宥廷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宇禎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蘇阡瑜 國立中山大學 江姿怡 國立清華大學 王思淳 私立東海大學 

徐慈欣 國立中興大學 黃芝琳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林祐妤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游鎧璘 國立中正大學 邱竑閔 國立成功大學 林軒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游淯婷 私立靜宜大學 賴佳妤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廖家宜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翁唯真 國立中正大學 王 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劉玟嫣 國立中正大學 

張雅涵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洪羽宣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張舒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廖俐瑜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仲瑩 國立中興大學 甯敬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王怡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江奕姿 私立環球科技大學 張寧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祐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李晉瑞 私立東海大學 張喬建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王廷崧 國立台灣大學 張凱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張喬冠 國立聯合大學 

蔡嘉祐 私立長庚大學 陳智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柳含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詹紹君 私立逢甲大學 張祐銓 私立元智大學 粘哲瑋 國立中正大學 

陳薏文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楊子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葉上誼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冠諭 國立政治大學 賴金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鄭宇婷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賴俞芊 台北市立大學 鄭文瑋 國立交通大學 何秀雯 私立明道大學 

吳熒真 國立高雄大學 鄭文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張維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呂柏翰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味正豐 私立長庚大學 陳彥臻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潘姿尹 私立靜宜大學 林庭羽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賴思妤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呂昀儒 國立台灣大學 陳文慧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林羿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呂俊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佳惠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廖景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毓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林照傑 國立台灣大學 黃詩雅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陳亭妤 國立中興大學 林咨吟 國立政治大學 李欣境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江玟璇 私立亞洲大學 許哲元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張以璇 國立臺灣大學 

林建廷 私立慈濟大學 紀瓊雯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張鈞庭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王俐婷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紀宣妤 私立淡江大學 丘涓佑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王冠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許家瑄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韋汝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劉家瑜 私立輔仁大學 蔡瑋倫 國立清華大學 何宜霓 國立台中科大(五專) 

林楷哲 私立亞洲大學 陳冠銘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姵儒 國立政治大學 

謝君宜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尚緯 國立台灣大學 吳孟璇 私立亞洲大學 

王佩洵 私立銘傳大學 蔡宗翰 私立長庚大學 廖竟妏 國立中興大學 

施延宗 私立修平技術學院 張瑋庭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王馨慧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王毓文 國立台北大學 江念潔 國立台北大學 蔡岳霖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王資仁 國立陽明大學 游雅淇 國立清華大學 黃昱綺 私立淡江大學 

王姿文 私立東海大學 張歆屏 國立嘉義大學 陳沛羽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張語媃 私立靜宜大學 林伶軒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 昊 國立交通大學 

陳詩愛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洪子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 緣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二技) 

陳柏安 國立政治大學 張庭瑜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吳怡姍 私立高雄文藻外語大學 

陳薇安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吳佳玲 私立長庚大學 林佩怡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黃綵蕙 國立台東大學 張博揚 國立聯合大學 梁奕平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賴泳達 國立清華大學 龍吟欣 國立臺灣大學 陳榆璇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楊雅雯 私立長庚技術學院 丁郁姍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陳筠蕎 私立逢甲大學 

楊涵宇 私立開南大學 林宜臻 私立輔仁大學 李 安 國立交通大學 

林佳儒 國立國防醫學院 葉子蓁 國立中興大學 陳彥霖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張哲銘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蕭凱竣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何姵欣 國立政治大學 

張雅婷 私立修平技術學院 許婷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陳嘉文 國立臺灣大學 

劉思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鄭欣宜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吳侑庭 私立大葉大學 

黃偵芳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鄭偉廷 私立逢甲大學 劉懿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黃偵禎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廖婉婷 私立亞洲大學 孫翠蔆 國立臺灣大學 

江昕蓓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李柏諒 國立中央大學 黃建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瑜萱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陳冠蓉 私立銘傳大學 黃建欣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李憶萱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徐雅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信傑 私立長庚大學 

吳欣蓓 國立中山大學 劉珈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姿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詹于萱 國立交通大學 洪靖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婉綾 國立成功大學 

陳禹清 私立長榮大學 洪靖觀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林佳螢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林玄玲 私立馬偕醫護管理專校 賴詠新 私立逢甲大學 樂芳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陳天恩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李家甄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泰宇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曾思嘉 國立臺南大學 許晏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二技) 柳宗昕 私立義守大學 

陳浩仁 國立聯合大學 張育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柳宗輝 私立義守大學 

陳冠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捷茹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林瑜臻 國立臺南大學 

 



曾鼎翰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張嘉妤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許正蓉 私立東海大學 

張嵩平 國立清華大學 賴品蓉 私立東吳大學 劉旆辰 私立義守大學 

王昱欣 私立亞洲大學 賴品竹 國立臺灣大學 林楹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申群倫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賴昶亙 國立臺灣大學 陳萱任 國立高雄大學 

賴羿蓉 私立明道大學 彭敏嘉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冠文 私立元智大學 

彭楷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蕭詠隆 國立臺灣大學 賴建良 私立遠東科技大學 

張宗裕 私立逢甲大學 陳億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廖家晟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亮如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陳翊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陳雅郁 國立臺灣大學 

黃信慈 國立東華大學 郭昱誠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馬元駿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 

楊晏甄 國立台北大學 郭家瑜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洪晨瑜 私立東海大學 

余昀珊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彭宣儒 國立交通大學 邱品瑜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柯尊皓 國立臺灣大學 許忠雄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林宛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廖敏華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陳易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蔡佳洵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廖冠儒 國立清華大學 陳俞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王乃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呂家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林姿妙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蔡宗霖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楊佳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吳亞璇 私立東海大學 蔡佩珊 私立逢甲大學 

劉 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梁薾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陳浙昀 國立金門大學 

賴品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顏家佑 私立東吳大學 黃婉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陳俊佑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徐霈倫 國立台南大學 林宛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荷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徐亦賢 國立成功大學 蘇庭葦 國立臺灣大學 

胡哲瑜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鄭至隆 私立南開科技大學 吳仕耀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羅芝絢 私立逢甲大學 張正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魏振庭 私立長庚大學 

林宜珊 國立清華大學 邱竺君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蕭喻中 國立臺灣大學 

蕭喻心 國立臺灣大學 房家馨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庭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