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獎助學金得獎名單 

101年度 第一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郭佳蓉 轉動。生命舵手 

優選獎 

魏永楌 尋找過程中的邂逅 

邱昭華 歸途 

呂仁捷 賽斯帶我看見的魔幻旅程 

楊智鈞(Wilson) 不正常的方向也是一種方向 

陳彥文 I Create My Own Reality 佳作 

 

 

 

 
102年度 第二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郭佳蓉 冒險家日誌 

優選獎 楊子儀 我遇見的 

曾佳儀 一個人旅行。遇見 Self 

林憶源 深夜辦公室遇見賽斯 

入選獎 

楊佩璇 尋月 

吳俊德 靈魂永生心得 

佳作 

賴文心 身心靈與我 

李哲安 賽斯心法與實踐 

特別獎 王湘汝 從你，前往你 

莊子君 遇見賽斯 

 



103年度 第三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王輿響 當侏儸紀暴龍邂逅賽斯 特優獎 

謝宜芳 遇見賽斯後 

優等獎 
魏永楌 紀錄的意義 

曾佳儀 生活知道。神奇之道 

吳俊德 鋌而走險 

陳俞先 認識自己 

佳作 陳碧嬅 我們以愛相連 

陳怡汝 蛻-當少女遇見賽斯爺爺 

 

104年度 第四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黃炯睿 與賽斯碎碎念 優選獎 

郭佳蓉 月光下的 Online 

優等獎 
朱詠翎 與賽斯相遇 

陳枳毓 初見賽斯-是個對整個世界都適應不良的少女 

曾佳儀 Just Joke 

林羿雯 碰撞 
佳作 

方梓羽 我和我自己 

郭玥辰 克服 

入選獎 

黃于倩 賽斯心法學習與書籍讀後心得 

劉予晴 找到你了，賽斯 

陳碧嬅 生命的贏家 

林育澤 我的人生走踏之旅 

楊雅雯 自己的人生 

孫明宏 遇見賽斯後 

陳冠汝 心戲 

余建瑞 學習心得 



105年度 第五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黃烱睿 學習心得 
優等獎 

康依婷 追逐太陽、月亮與星星的女孩 

 

105年度 第一屆清寒獎助學金 

類別 姓名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 

廖慧蓉 

吳振宇 

白昆靈 

李念慈 

陳怡嘉 

呂仁捷 

李承昊 

高中清寒獎助學金 

劉彥伶 

黃至榮 

 

106年度 第六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卓寶燕 關於我 優勝獎 

謝宜沛 生命真的很難形容 

優選獎 邱菀淇 Seth的身心靈生死觀 

劉彥霞 回家 

康依婷 為自己發光 
佳作 

張愷芙 溫暖避風港 



106年度 第二屆清寒獎助學金 

類別 姓名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 

陳貞惠 

陳秉廉 

傅于庭 

羅雅文 

梁雅雯 

高中清寒獎助學金 

汪英智 

蔡智翔 

蔡震德 

 

107年度 第七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霍光韡 The Risen of life 

優等獎 

張愷芙 關於我 關於未來 

沈威至 用心醫病 

佳作 

魏子鈴 我讀漫遊前世今生 

 

第三屆清寒獎助學金 

類別 姓名 作品名稱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 

郭思緯 「我是誰？」 

林子翔 築夢心探 

翁世芸 -- 

梁雅雯 賽斯心法學習心得 

 



108年度 第八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陳豫律 賽斯資料早期課的理論與實踐 優勝獎 

謝宜沛 從心出發，遇見不同的自己 

優選獎 

陳俐文 兔子洞之旅 

卓寶燕 反正學費沒有白繳 佳作 

 

第四屆清寒獎助學金 

類別 姓名 作品名稱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 

王承釩 -- 

周彥丞 -- 

柯瑜綉 -- 

柯瑜慧 -- 

翁世芸 賽斯資料學習心得-自我覺察 

梁雅雯 愛做夢的孩子 

黃崇維  人生的幸福清單-賽斯心法心得 

蔡亞璇 關於我的底氣與接受 

郭佳蓉 -- 

 

109年度 第九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劉怡萱 賽斯心法學習心得 優選獎 

陳俐文 賽斯與我的創作之旅 優選獎 

陳豫律 從賽斯看傳統教育與社會主流思潮 優選獎 

謝宜芳 我理想中的未來學校-賽斯心法所翻轉的教育 佳作 



109年度 第九屆論文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黃炯睿 童書構想 佳作 

楊彩翎 十五年的地球旅程 佳作 

 

第五屆清寒獎助學金 

類別 姓名 作品名稱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 

徐尚義 賽斯學習心得 

翁世芸 世界是我的學校 

梁宇辰 拿回自主權-賽斯心法學習心得 

陳珞綺 心心相印-我的心靈經驗與修行 

曾韵婷 由催眠看賽斯心法 

黃崇維 夏日將盡 

蔡亞璇 
賽斯公益講座『對自己真實-承認

你的脆弱與恐懼』心得 

特別獎助學金 朱楚蓁 理想中的未來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