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獎學金名單(國中組) 
盧�羽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賴�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黃�辰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鄭�棨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蓁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丁�帆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蕭�鈞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范�誠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陳�羲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蕭�翔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張�芹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尤�蜜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游�融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葉�宜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宋�原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李�甄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杜�瑀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劉�憶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楊�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王�昀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紀�妤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郭�祐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簡�翰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吳�汘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鄭�蓁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賴�中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晴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鄭�妤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李�容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賴�穎 臺中市立東山中學國中部 

李�庭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鄭�任 臺中市私立立人中學國中部 林�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謝�語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黃�瑜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霖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澤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周�妍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甄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王�朋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廖�凱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魏�諺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黃�洋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王�瑩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黃�騰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黃�昕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詹�茹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黃�盈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李�翰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芯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胡�慈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蔡�芯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妍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新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楊�穎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張�綺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呂�亦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黃�文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賴�宏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李�丞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陳�蓁 臺中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洪�菀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智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陳�名 臺中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洪�蒨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陳�中 臺中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張�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莊�銘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許�晴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黃�閎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藍�綺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琪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凃�羽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藍�睿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冷�叡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詹�毅 臺中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曾�儀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呂�甄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陳�璋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黃�廩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陳�均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陳�瑾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洪�茜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高�綺 臺中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張�甄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侯�桐 臺中市私立曉明中學國中部 

廖�瑀 臺中市私立東海中學國中部 何�勛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妘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覃�竣 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 蔣�喜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張�林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瑄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盧�佐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李�陞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鄭�沂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鄭�寬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王�稘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許�雅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陳�睿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陳�安 臺中市私立長春藤中學國中部 

蔡�錡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邵�翔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黃�華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張�閔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黃�枃 臺中市立中山國中 廖�程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安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李�頤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 劉�叡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盧�炫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徐�俞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謝�倫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妤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江�儒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袁�邑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袁�淳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廖�蓁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余�靜 臺中市立弘文國民中學 

謝�錡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林�毅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黃�瑜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陳�安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施�先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何�青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楊�同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劉�妤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蓁 臺中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柯�瑜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江�鋆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諭 臺中市私立惠文中學國中部 

劉�佩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黃�毓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江�維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晨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黃�程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江�弘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林�芸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趙�昱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張�鑫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林�芳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鄭�鴻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詹�安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梁�熏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梁�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余�中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張�崴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靜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邱�鈞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黃�容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尤�安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謝�均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吳�遠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林�吟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黃�程 臺中市私立惠文中學國中部 

陳�衍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黃�盈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羅�蔚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何�儀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林�葳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林�翰 臺中市私立長億中學國中部 

何�毓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周�皓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黃�捷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珩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古�丞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魏�栩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鄧�彤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江�涵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何�潔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胡�睿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鄭�佑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李�忻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翁�妏 臺中市私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林�勳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袁�博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林�璇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陳�溱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倢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趙�晴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藍�科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中學國中部 張�綺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楊�珊 臺中市私立西苑高中國中部 賴�如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徐�姍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林�珊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林�宇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王�淨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垚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黃�玲 臺中市私立僑泰中學國中部 羅�郡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捷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勳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蘇�鈺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施�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蔡�蓉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張�瑄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吳�蓉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廖�彤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吳�廷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  �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賴�宸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曾�澤 臺中市立忠明國民中學 

陳�豪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陳�帆 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陳�杰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賴�瑤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王�云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施�謙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張�彥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楊�捷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劉�碩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洪�崴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張�閔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鄭�琁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張�含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曾�芯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蘇�祁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李�函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廖�維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林�安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陳�昕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王�希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吳�慧 臺中市立忠明國民中學 

莊�均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黃�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洪�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李�瑜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高級中學 賴�陵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李�豈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陳�安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陳�銓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黃�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中國中部 



宋�臻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妤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張�倫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蔡�昕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陳�妤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林�澄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巫�軒 臺中市立東山國民中學 林�蕾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陳�澄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中國中部 

林�穎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李�慧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林�軒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曾�祐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張�菥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邱�瑩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陳�璿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翁�棋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沈�騰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張�襄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劉�婷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林�禾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簡�君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郭�澔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陳�妤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蘇�翰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陳�文 臺中市私立馬禮遜美國學校 陳�中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簡�君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 吳�儀 臺中市私立明德中學國中部 陳�廷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吳�諼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李�霓 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國中部 劉�均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張�晨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國中部 王�軒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嚴�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劉�濠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中國中部 許�辰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徐�謙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富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林�諒 臺中市立惠文國民中學 蔡�恩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國中部 

張�綺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