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倫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張玲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王竣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胡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陳連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恩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王宇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李綜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徐涵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謝璋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葉峰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林軒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賴雩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高級中學 陳哲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黃靖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陳倬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王姸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曾睿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 
劉維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凃妤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廖芳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林喬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李宇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劉華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高璘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黃凱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趙晨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林暄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楟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張婷 國立興大附屬高級中學 
林涵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曾恩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真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蔡慧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許傑 國立興大附屬高級中學 江宇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劉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林寬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巫臻 國立興大附農 吳妤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陳伊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賴姍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張榕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柯瑄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蔡蓉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楊蓁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蔡憲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鄭佑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黃緯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陳博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王霖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 陳睿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張樺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陳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陳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蔡芫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10年獎學⾦名單(高中組) 



 

詹嫿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陳佑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賴智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高級中學 蔡栩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紋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鄭凱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蔡蒝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芳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洪桓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宏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陳伊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張皓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林鈞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凱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詹寬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李賢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穎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杜翊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廖辰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何橙 臺中市私立光華高工 
許紘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庭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葉妮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金明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吳廷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硯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王翔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陳璇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陳榛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周瑩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林彥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彭穎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易蓉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誠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尤筑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王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張達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文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林芊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黃芸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羅宏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范媛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林偉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陳蓁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林翰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張榛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潘新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吳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黃葦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洪彤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柯諭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婕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吳芸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巫碩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吳宸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楊妘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詹軒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李哲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陳佳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廖萱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江葦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陳捷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江靜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陳慈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吳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張珽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張濬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劉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柔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陳婕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李軒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謝嵉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翰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林蓁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陳臻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張棋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勛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楊易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吳榛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謝柔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瑄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郭羲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陳儒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楊筑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廖泰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郭湲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賴錩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妤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黃哲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李璇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詹璇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林君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張菘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簡原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鄭惠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劉昕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林安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施蕙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嘉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王祺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李淯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曾晴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陳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鄧慶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何宇 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陳齊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綺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趙利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黃華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林瑩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陳晟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楊樺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宇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王婕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洪豪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張凱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吳諺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甄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林萱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張嚴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洪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黃婷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卓儒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張睿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林安 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廖霆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洪涵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張銘 國立興大附屬高級中學 
林晨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趙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林伃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淳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楊甄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朱鈺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楊熒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蒙蓁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洪豐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傅妍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鄭璿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高級中學 蔡芯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鄭蓉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李嫻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王瑩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戴聿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趙淳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洪萱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范然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江興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紀琳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賴豐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王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 毛惠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張紜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洪富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黃彤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林恆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林瑩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周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劉瑜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林欣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