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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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獎學金名單：  

曾士軒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陳采郁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蔡伊萱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林易潔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黃屴穎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施育禎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林奕霆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黃久嫚 臺中市國立豐原高中 江岷錡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蔡孟綾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中 莊淳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陳思翰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江羚萱 新北市私立中華商海 謝佳娟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廖國良 臺中市市立西苑高中 

盧繹安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中 吳臻昀 臺中市市立惠文高中 鄭彩均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中 

王寓樞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郭育汝 臺中市市立東山高中 黃于宸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黃國峰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王婷臻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吳鎧丞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王玥晴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王晏臻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趙育德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張維真 臺中市國立台中科大 林煒哲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游惠淇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陳仕霖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中 林佳蓉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黃郁蘋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吳秉駿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吳昭慧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詹郁萱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林亭歡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黃美嘉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賴明翊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夏金珮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蔡依穎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黃冠綾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何品杰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杜楷琪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賴盈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邵勸如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何佳阡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廖芳玟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吳岱霆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游芷榕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張渝豪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張育碩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陳冠廷 臺中市私立弘文中學 王宥霖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陳彥蓁 臺中私立常春藤高中 張雁翔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邱少云 臺中私立華盛頓中學 

張宏義 臺中市國立沙鹿高工 張凱俐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葉育瑄 臺北市市立第一女中 

張湘柔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劉東祐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劉東和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李瑜萱 臺中市市立忠明高中 王少群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謝楚顏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陳宗琪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劉育慈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洪瑋均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中 

李瑜晞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黃于珊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許洺源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許定為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廖子晴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葉巧嵐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詹明軒 臺中市市立忠明高中 許祐誠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謝佩儀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林庭萱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巫倩如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蔡昀達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廖翊雯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中 林秀如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董芳妤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莊麗芳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黃任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吳善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周育瑄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陳苡慈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陳元薇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呂介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陳彥寧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盧瑋呈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農 

陳佳靖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吳昕哲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王淑觀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張奕勝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王靖喬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中 童贏毅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廖旭晨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黃詩涵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中 林宛俞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巫季庭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劉燕蓉 臺中市市立西苑高中 陳榆臻 臺中市國立清水高中 

陳彥誠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中 施易男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黃子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劉芊瑜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陳品樺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張廖祐祺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蔡文喬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梁哲瑋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陳昱旻 臺中市私立光華高工 

洪廷宜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陳曉慧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潘念屏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廖慧青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黃意晴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程乙苑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蔡中綸 南投縣私立弘明高中 鄭芳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丁郁宜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農 

谷明岳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張瑋芩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張宇惠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張庭瑋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林宗翰 臺中市國立豐原高商 劉育熏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汪郁馨 國立台中女中(數資班) 王伊汝 臺中市市立惠文高中 徐雅筠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許雅涵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李芝謙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賴柏翰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王至儀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楊鈞凱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蔡昕樺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陳建勳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王楚妤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陳韻廷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莊媚喬 嘉義縣國立冬石高中 黃庭渝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陳韻宇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賴祐笙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陳俞安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江家瑋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黃文欣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林庭嘉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劉至軒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許琇媛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范雯珺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吳婕歆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李家豪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賴怡蓉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廖心慈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陳 羚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顧之雯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陳孟澤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莊景婷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蔡昌廷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林伊紜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戴伍言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張亦婷 南投縣國立草屯商工 張宸瑋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詹沂瑾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中學 彭于倩 臺中市市立長億高中 黃怡儒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五專 

莊甯雅 臺中市私立明台高中 張威仁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黃琬珊 私立文藻外語大學五專 

邱洛緯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王義睿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陳又嘉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紀品榕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黃冠勛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李長昱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謝秉翰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蔡智勛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廖千淳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張廖文馨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劉曉君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彭昱茹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楊婷光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蔡文慈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黃衣喬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楊子澈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蔡文凱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黃奕愷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江宜庭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江品翰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廖研諺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陳泓碩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張修瑜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胡梓賢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劉亞婕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陳佳霈 臺中市私立明台高中 陳薏萱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中 

陳俞萱 臺中市市立惠文高中 許菲庭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中 林芳慧 臺中市國立台中高工 

王政儒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黃  博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蔡婉筠 臺中市市立忠明高中 

郭綾茜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張宇劭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黃絜琳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林姿婷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楊芮瑀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王馨君 臺中市私立嘉陽高中 

陳怡甄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 廖瑋倫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中 張芳瑛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何宜芳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胡嘉峻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蘇庭安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吳浚立 臺中市國立沙鹿高工 陳以庭 臺北私立馬偕醫護專 吳宜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 



毛文佐 臺中市市立東山高中 張栢榕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劉惠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楊捷皙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陳昱翔 臺中市市立大里高中 彭彥甄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呂 昕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林怡安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彭品蓁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吳芮甄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吳祁芳 臺中市國立台中家商 陳芊聿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中 

林育緯 臺中市國立台中一中 李岱芸 臺中市國立台中女中 劉世鈜 臺中市國立台中二中 

孫師丹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陳維凌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黃柏瑞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 

陳玉珍 南投縣國立草屯商工 林巧涵 臺中市國立文華高中 陳靖友 臺中市私立嘉陽高中 

陳玉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農 李采諭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莊曜華 臺中市市立惠文高中 

江婷翊 臺中市市立惠文高中 林晉頡 新竹市國立新竹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