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年度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審核通過名單(共 102 名) 

編號 姓名 就讀學校 
1 林○妤 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 

2 蘇○樂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中學 

3 謝○凱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 

4 張○億 康橋國際學校 

5 姜○潔 新竹縣義民高級中學 

6 吳○恩 國立新竹高級中學 

7 徐○芸 國立台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8 劉○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9 洪○凱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中學 

10 簡○文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 

11 陳○翔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12 羅○伊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13 陳○涵 高雄市立瑞祥高級中學 

14 王○哲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15 張○昀 國立屏東女子高級中學 

16 陳○芹 國立屏北高級中學 

17 紀○逢 臺中市立台中特殊教育學校 

18 徐○榕 基隆市立暖暖高級中學 

19 陳○伃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中學 

20 林○德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21 徐○芹 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 

22 羅○ 臺中市立臺中女子高級中等學校 

23 郭○怡 新北市立秀峰高級中學 

24 鄭○汝 臺中市立清水高中 

25 顏○佑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26 王○雯 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 

27 孫○晏 高雄市立瑞祥高級中學 

28 許○綺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29 許○蝶 國立竹北高級中學 

30 吳○民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31 劉○珊 國立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32 邱○科 臺中市立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33 林○慧 高雄市立高雄商業職業學校 

34 陳○臻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35 楊○臻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6 劉○充 屏東縣立東港高級中學 

37 葉○妤 國立岡山高級中學 

38 謝○芯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39 許○芳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40 張○儀 國立屏東女子高級中學 

41 顏○安 國立鳳新高級中學 

42 羅○祥 國立花蓮高級中學 

43 林○珉 臺中市立長億高級中學 

44 呂○綺 臺南市立南寧高中 

45 曾○蓓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46 廖○衡 屏東私立美和高中 

47 張○雲 臺北市立南港高級中學 

48 廖○雲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49 林○恩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 

50 張○耀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51 王○諭 花蓮縣私立海星高級中學 

52 葉○昇 臺北市立明倫高級中學 

53 呂○哲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54 楊○芸 國立基隆女子高級中學 

55 林○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56 林○名 臺中市立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57 林○評 國立北港高級中學 

58 廖○淳 臺中市立臺中女子高級中等學校 

59 韋○葳 高雄市立女子高級中學 

60 王○萍 國立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61 吳○絜 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 

62 簡○臻 新北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63 李○儀 國立南科實驗高級中學 

64 黃○維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5 林○兒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6 陳○汶 臺中市立中港高級中學 

67 劉○慈 立志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立志高級中學 

68 吳○諠 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 

69 陳○芳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70 黃○媗 高雄市立三民高級中學 

71 謝○柔 新北市立雙溪高中 

72 陳○鳳 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73 蔡○樺 臺中市立惠文高級中學 



74 李○加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75 陳○薰 臺中市立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76 陳○軒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7 劉○宇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 

78 陳○鑫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79 鄭○晨 國立潮州高級中學 

80 游○儀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81 高○傑 臺北市立士林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2 夏○恩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中學 

83 劉○馨 臺中市立臺中女子高級中等學校 

84 徐○龍 花蓮縣私立四維高級中學 

85 蘇○偵 國立屏東女子高級中學 

86 陳○ 國立臺東高級中學 

87 張○萱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88 田○瑄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89 陳○安 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 

90 羅○誠 桃園市立武陵高級中等學校 

91 張○傑 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92 吳○蓁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93 黃○芬 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 

94 林○億 臺中市立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95 黃○俊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6 吳○仁 桃園市立大園國際高級學校 

97 李○帝 國立北港高級中學 

98 沈○秀 國立北門高級中學 

99 葉○憶 桃園市立武陵高級中等學校 

100 張○筑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1 鐘○娸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2 黃○筑 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