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普通高中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一(共 52 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丹鳳高中 陳○樺 27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詹○馨 

2 國立潮州高中 黃○琦 28 私立美和高中 林○臣 

3 市立南寧高中 陳○璇 29 國立員林農工 胡○琪 

4 市立松山高中 蔡○紘 30 國立暨大附中 蔡○均 

5 市立大溪高中 陳○穎 31 市立中山高中 葉○妮 

6 市立雙溪高中 梁○宇 32 私立二信高中 鄭○寶 

7 國立彰化女中 劉○琳 33 國立羅東高中 廖○杉 

8 私立宏仁女中 陳○真 34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陳○慧 

9 市立東山高中 張○葳 35 國立新營高中 簡○珉 

10 私立文生高中 吳○文 36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周○慧 

11 縣立二林高中 蔡○倪 37 國立臺東女中 蔡○恩 

12 縣立斗南高中 羅○彥 38 國立新豐高中 黃○棻 

13 私立立人高中 陳○𦷸 39 縣立苑裡高中 吳○妤 

14 國立臺南女中 王○嚀 40 市立小港高中 陳○恩 

15 市立臺中二中 王○雯 41 市立瑞祥高中 許○漩 

16 國立竹北高中 洪○甯 42 國立關西高中 劉○妤 

17 財團法人常春藤高中 張○儀 43 私立金甌女中 梁○珠 

18 市立高雄女中 林○妍 44 國立屏北高中 曾○佳 

19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劉○祥 45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何○嬅 

20 國立岡山高中 莊○茜 46 市立臺中一中 顏○哲 

21 縣立永慶高中 張○文 47 國立高師大附中 陳○綜 

22 國立嘉義女中 劉○華 48 縣立成功高中 吳○權 

23 國立員林高中 江○明 49 私立明誠高中 洪○君 

24 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葉○安 50 國立嘉義高中 陳○鑫 

25 國立師大附中 連○綸 51 市立成德高中 郭○佩 

26 國立南投高中 余○龍 52 市立路竹高中 劉○騏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普通高中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二(共 51 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雙溪高中 簡○琪 27 國立屏東女中 吳○瑜 

2 市立前鎮高中 林○淳 28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吳○鵑 

3 市立啟明學校 嚴○棣 29 國立暨大附中 蕭○婷 

4 國立岡山高中 陳○庭 30 國立臺東高中 鄭○誠 

5 私立金甌女中 李○榕 31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洪○芸 

6 市立高雄中學 江○葆 32 市立建國中學 程○錡 

7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王○立 33 市立北一女中 戴○蓁 

8 市立樹林高中 楊○蓁 34 市立內湖高中 張○榮 

9 市立惠文高中 張○翎 35 縣立枋寮高中 蕭○薇 

10 市立三重高中 周○林 36 國立虎尾高中 邱○棋 

11 市立小港高中 陳○翰 37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莊○辰 

12 國立潮州高中 潘○方 38 市立大甲高中 陳○能 

13 市立路竹高中 劉○明 39 市立松山高中 陳○伃 

14 私立大同高中 高○凝 40 國立臺南女中 楊○辰 

15 私立正心高中 陳○吟 41 市立武陵高中 高○慈 

16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熊○嫚 42 市立觀音高中 童  ○ 

17 市立成淵高中 陳○助 43 私立二信高中 楊○妍 

18 市立永仁高中 張○亘 44 縣立南澳高中 陳  ○ 

19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張○瑋 45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連○涵 

20 國立鹿港高中 陳○穎 46 縣立旭光高中 范○茵 

21 縣立永慶高中 蔡○娟 47 私立建臺高中 巫○傑 

22 國立員林高中 黃○叡 48 國立嘉義高中 劉○辰 

23 國立鳳山高中 蔡○欣 49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沈○萱 

24 市立中正高中 吳○妤 50 縣立蔦松藝術高中 李○勒 

25 國立師大附中 林○薰 51 國立臺南女中 郭○蓉 

26 國立彰化女中 楊○屏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普通高中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三(共 50 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忠明高中 劉○廷 26 市立六龜高中 劉○婷 

2 國立花蓮女中 王○穎 27 市立成淵高中 張○旋 

3 國立竹東高中 詹○瑜 28 私立淡江高中 郭○熒 

4 市立景美女中 黃○婷 29 市立南崁高中 湯  ○ 

5 市立龍津高中 宋○宣 30 市立大溪高中 陳○予 

6 市立復興高中 吳○擇 31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王○璇 

7 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范姜○昇 32 桃園市育達高中 姜○元 

8 國立南投高中 黃○福 33 國立員林高中 洪○蔚 

9 市立大同高中 林○鴻 34 國立鳳山高中 任○賢 

10 縣立東港高中 潘○呈 35 國立彰化女中 黃○恩 

11 市立八斗高中 洪○儀 36 私立明誠高中 沈○廷 

12 市立三重高中 李○姍 37 國立嘉義高中 黃○瑋 

13 市立左營高中 陳○凰 38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邱○惠 

14 國立潮州高中 蔡○偉 39 國立臺東高中 蔡○峻 

15 市立南寧高中 侯○妤 40 市立臺中女中 蔡○庭 

16 市立大灣高中 盧○翔 41 國立彰化高中 李○諺 

17 市立新北高中 黃○貽 42 市立建國中學 蘇○恩 

18 私立四維高中 吳○芸 43 市立桃園高中 鞠○羽 

19 市立路竹高中 黃○雯 44 縣立南澳高中 夏○心 

20 市立惠文高中 鄧○華 45 市立新莊高中 黃○斐 

21 市立松山高中 蔡○偉 46 市立楠梓高中 黃○婷 

22 縣立二林高中 黃○慈 47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許○彥 

23 國立苑裡高中 張○鳳 48 市立前鎮高中 林○輝 

24 縣立麥寮高中 許○真 49 國立高師大附中 杜○奕 

25 市立高雄女中 劉○秀 50 市立林園高中 黃○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