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110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高一錄取名單(共 54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臺中女中 胡○翎 28 國立蘭陽女中 邱○芯 

2 私立精誠高中 林○嶧 29 私立長榮高中 柴○慈 

3 國立馬祖高中 劉 ○ 30 市立忠明高中 張○潔 

4 國立基隆女中 林○芯 31 國立屏東高中 范○鈞 

5 縣立斗南高中 鄭○誠 32 市立雙溪高中 朱○瑩 

6 市立安樂高中 韓○璦 33 縣立田中高中 劉○翔 

7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蘇○泓 34 市立華江高中 黃○霖 

8 市立板橋高中 張○誠 35 私立金甌女中 李○璇 

9 市立建國中學 林○曄 36 市立三重高中 陳○鳴 

10 市立臺中二中 江○瑋 37 市立中山女中 莊○涵 

11 國立臺南一中 張○宥 38 市立惠文高中 蔣○宏 

12 市立成功中學 鄭○廷 39 市立松山高中 高  ○ 

13 市立龍潭高中 翁○辰 40 私立永年高中 林○齡 

14 國立羅東高中 羅  ○ 41 國立虎尾高中 沈○安 

15 市立大同高中 吳○毅 42 市立長億高中 楊○佳 

16 縣立湖口高中 楊○峰 43 市立永仁高中 賴○棠 

17 市立臺中一中 鐘○誠 44 國立竹東高中 陳○濤 

18 市立左營高中 楊○慧 45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饒○嘉 

19 私立文生高中 吳○慧 46 市立楠梓高中 梁○瑋 

20 國立暨大附中 徐○娟 47 市立大溪高中 魏○螢 

21 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林○順 48 市立新莊高中 吳○利 

22 市立平鎮高中 謝○曜 49 國立彰化高中 鄭○育 

23 市立暖暖高中 李○卉 50 國立竹北高中 陳○瑀 

24 國立南投高中 梁○婷 51 私立三育高中 李  ○ 

25 市立南港高中 劉○伃 52 私立瀛海高中 李○恩 

26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吳○瑄 53 縣立蘭嶼高中 杜○杰 

27 國立宜蘭高中 林○傑 54 市立鼓山高中 齊○驊 

 

 

 

 

 

 



 

110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高二錄取名單(共 55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三重高中 李○庭 29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林○逸 

2 國立臺東高中 王○弘 30 縣立枋寮高中 楊○雁 

3 國立虎尾高中 蘇○彤 31 市立長億高中 張○芸 

4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譚○宗 32 市立新興高中 李○霆 

5 市立楊梅高中 周○婷 33 市立中山女中 葉○茵 

6 國立恆春工商 黃○雯 34 市立左營高中 陳○珠 

7 市立中正高中 栗○如 35 財團法人正德高中 楊○芸 

8 市立八斗高中 吳○穎 36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曾○葶 

9 私立瀛海高中 鄭○禎 37 市立臺中女中 曾○蓁 

10 市立華江高中 簡○淯 38 私立文生高中 劉○真 

11 國立臺南女中 王○嚀 39 縣立大同高中 卜○苡 

12 市立南寧高中 陳○璇 40 市立大灣高中 莊○鈞 

13 市立林口高中 郭○喬 41 市立和平高中 陳○樺 

14 國立基隆女中 張○芳 42 國立屏東高中 王○賢 

15 國立華南高商 陳○信 43 市立高雄女中 趙○安 

16 私立美和高中 林○臣 44 國立宜蘭高中 林○凱 

17 市立陽明高中 林○斌 45 市立雙溪高中 梁○宇 

18 市立瑞祥高中 王○諺 46 私立金甌女中 梁○珠 

19 市立忠明高中 陳○陵 47 國立羅東高商 郭○宇 

20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白○雯 48 國立暨大附中 蔡○均 

21 市立新北高中 何○諺 49 私立正義高中 曾○豪 

22 市立中山高中 游○筑 50 國立苑裡高中 吳○妤 

23 市立暖暖高中 游○治 51 縣立斗南高中 陳○妙 

24 市立清水高中 陳○慧 52 國立屏北高中 曾○佳 

25 市立臺中二中 黃○婷 53 市立三民高中 林○婕 

26 市立豐原高中 盧○叡 54 國立斗六高中 黃○涵 

27 國立竹北高中 洪○甯 55 市立新興高中 褚○鑫 

28 市立東山高中 張○葳  

 

 

 

 

 



 

110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高三錄取名單(共 56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私立正心高中 陳○吟 29 國立恆春工商 李○萱 

2 台北市立啟明學校 嚴○棣 30 市立觀音高中 張○昇 

3 市立林園高中 林○妤 31 私立瀛海高中 王○茹 

4 市立高雄女中 許○婷 32 私立文德女中 王○瑄 

5 市立惠文高中 張○方 33 市立大溪高中 張○鍇 

6 市立新莊高中 吳○萱 34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連○涵 

7 國立虎尾高中 邱○棋 35 市立龍潭高中 葉○君 

8 市立楠梓高中 陳○伶 36 市立成淵高中 程○蓉 

9 市立安康高中 陳○瑜 37 市立忠明高中 馬○怡 

10 市立成功中學 林○哲 38 私立明誠高中 張○瑜 

11 市立華江高中 陳○妤 39 縣立南澳高中 陳  ○ 

12 縣立永慶高中 蔡○娟 40 市立建國中學 程○錡 

13 縣立斗南高中 黃○胭 41 私立二信高中 楊○妍 

14 國立華南高商 李○萱 42 市立豐原高中 張○誠 

15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王○立 43 市立松山高中 王○芸 

16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吳○鵑 44 市立和平高中 周○諺 

17 縣立田中高中 張○棋 45 市立中山高中 牟○文 

18 縣立大同高中 鍾○芯 46 國立馬公高中 謝○位 

19 國立暨大附中 蕭○婷 47 市立壽山高中 盧○柔 

20 市立桃園高中 蔡○宣 48 市立丹鳳高中 林○鈴 

21 市立中山女中 謝○珊 49 國立宜蘭高中 許○霖 

22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林○祥 50 市立路竹高中 劉○明 

23 私立文興高中 謝○恩 51 市立雙溪高中 謝○諺 

24 市立南港高中 洪○綺 52 市立明德高中 林○欣 

25 市立林口高中 楊○羽 53 私立立仁高中 張○豪 

26 國立師大附中 林○薰 54 市立北一女中 馮○蓁 

27 國立花蓮女中 龔○昕 55 財團法人辭修高中 熊○安 

28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黃○菱 56 國立臺南女中 郭○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