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核發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 

 
 請備妥下列三項資料後，於本(111)年 6月 24日前寄回本會，會 

 址：「11469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 455 號 4 樓」財團法人黃昆輝 

 教授教育基金會收，以憑辦理。 

           

1. 獎學金領據：請受獎人務必填妥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 

地址、電話。 

2. 受獎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需內含受獎人身分證統一 

編號，可於影本上註明：僅供郵政劃撥存款使用。 

3. 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受獎學生本人之劃撥帳戶。 

 

本會收到上述資料後，會將獎學金直接匯至該帳戶，若受獎學生 

有匯款問題，請洽本會林專員，電話：(02)2790-6303 轉 9606。 

 

 

 

 

 

 

 

 

 

 

 

 

 

 

 



111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高一(共 52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臺中一中 吳○翔 27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楊○筠 

2 國立屏東女中 徐○雅 28 市立楠梓高中 吳○恩 

3 苗栗縣立大同高中 陳○婷 29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張○庭 

4 市立松山高中 茆○琳 30 市立大同高中 李○非 

5 市立瑞芳高工 賴○晏 31 私立文德女中 林○雨 

6 私立光復高中 陳○杰 32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李○蒂 

7 市立成淵高中 李○育 33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劉○佑 

8 市立麗山高中 廖○翔 34 市立錦和高中 陳○燕 

9 桃園市大興高中 郭○榛 35 市立新店高中 陳○姍 

10 私立葳格高中 郭○芸 36 縣立蘭嶼高中 張○峻 

11 國立竹北高中 彭○期 37 國立華南高商 林○芯 

12 市立武陵高中 蕭○莛 38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蔡○丞 

13 國立虎尾高中 侯○妤 39 國立羅東高中 林○彤 

14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李○淥 40 市立華江高中 黃○亭 

15 市立成功中學 陳○提 41 國立屏東高中 蔡○綺 

16 私立四維高中 古○妤 42 市立桃園高中 朱○恩 

17 私立大榮高中 李○紘 43 市立豐原高中 張○貞 

18 私立靜修女中 黃○瑄 44 市立南寧高中 王○瑄 

19 國立花蓮高中 周○穎 45 國立屏北高中 巴○筠 

20 縣立枋寮高中 陳○妤 46 市立秀峰高中 方○雯 

21 市立板橋高中 游○豪 47 市立高雄女中 周○琦 

22 國立臺南一中 劉○瑋 48 國立員林高中 徐○庭 

23 縣立二林高中 張○群 49 縣立南澳高中 呂○恩 

24 私立弘文高中 林○羽 50 私立大誠高中 謝○皓 

25 市立明德高中 張○森 51 國立卓蘭高中 徐○晴 

26 國立花蓮女中 許○瑩 52 國立新化高中 陳○妤 

 

 

 

 

 

 

 



111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取名單-高二(共 55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縣立成功高中 陳○慧 29 國立虎尾高中 沈○安 

2 國立屏東高中 葉○勛 30 私立靜修女中 陳○瑄 

3 國立鳳新高中 田○甄 31 市立松山高中 高 ○ 

4 國立北港高中 謝○苡 32 市立大甲高中 李○淳 

5 市立大同高中 蔡 ○ 33 市立成功中學 鄭○廷 

6 國立華南高商 蔡○岑 34 市立新北高中 鄭○岑 

7 國立苗栗高中 黃○瑄 35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張○瓊 

8 市立景美女中 陳○均 36 國立岡山高中 廖○安 

9 市立建國中學 林○曄 37 縣立田中高中 劉○翔 

10 市立平鎮高中 謝○曜 38 市立永仁高中 謝○瑤 

11 國立屏東女中 陳○均 39 國立花蓮高中 林○浩 

12 國立羅東高中 林○萓 40 市立中崙高中 姚○宇 

13 私立精誠高中 林○嶧 41 市立瑞祥高中 謝○嘉 

14 國立嘉義女中 許○甄 42 私立文德女中 黃○怡 

15 市立臺中一中 鐘○誠 43 市立南港高中 劉○伃 

16 市立壽山高中 蘇○棋 44 國立彰化高中 鄭○育 

17 私立二信高中 李○榮 45 市立樹林高中 王○沁 

18 市立內湖高中 朱○全 46 市立大溪高中 呂○彤 

19 市立路竹高中 李○祐 47 國立宜蘭高中 林○傑 

20 市立華江高中 簡○縈 48 台北市大理高中 林○嫺 

21 市立西苑高中 林○均 49 私立海星高中 顏○雪 

22 私立文生高中 吳○慧 50 市立左營高中 李○潔 

23 市立雙溪高中 連○淳 51 國立溪湖高中 吳○禎 

24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鄭○宜 52 國立斗六高中 張○宇 

25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蘇○泓 53 市立大甲高中 李○儒 

26 國立竹北高中 朱○萍 54 市立中山女中 陳○恩 

27 縣立二林高中 洪○豊 55 市立鼓山高中 齊○驊 

28 市立板橋高中 鄭○恩    

 

 

 

 

 

 



111年度寶佳高中學生獎學金取名單-高三(共 53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南寧高中 陳○璇 28 市立瑞祥高中 王柏諺 

2 市立后綜高中 曾林○婷 29 市立楊梅高中 曾宥善 

3 市立臺中一中 楊○承 30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陳嘉慧 

4 國立虎尾高中 蘇○彤 3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林○廷 

5 市立秀峰高中 邱○蕙 32 國立屏東女中 周○涵 

6 市立鼓山高中 楊○婷 33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游○筑 

7 國立臺東高中 王○弘 34 市立明德高中 林○如 

8 國立恆春工商 黃○雯 35 市立淡水商工 張○杰 

9 私立徐匯高中 蔡○恩 36 市立中崙高中 關○辰 

10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馮○晏 37 國立蘭陽女中 劉○芸 

11 市立華江高中 張○翔 38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莊○臻 

12 私立瀛海高中 鄭○涵 39 市立大同高中 許○倢 

13 國立臺南二中 吳○正 40 苗栗縣立大同高中 卜○苡 

14 市立大灣高中 莊○鈞 41 市立明倫高中 礬○禎 

15 市立成淵高中 張○銘 42 市立桃園高中 陳○潔 

16 市立暖暖高中 游○治 43 市立平鎮高中 楊○承 

17 國立竹北高中 郭○楓 44 私立二信高中 鄭○寶 

18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戴○嬅 45 市立松山高中 蔡○紘 

19 市立林口高中 郭○喬 46 市立永春高中 陳○慧 

20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詹○馨 47 國立鳳新高中 鐘○智 

21 台北市大理高中 李○芳 48 私立金甌女中 梁○珠 

22 市立忠明高中 陳○陵 49 縣立成功高中 吳○權 

23 國立華南高商 陳○信 50 市立雙溪高中 陳○依 

24 國立岡山高中 莊○茜 51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林○婕 

25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林○逸 52 國立鹿港高中 魏○綺 

26 國立屏東高中 林○融 53 市立成功中學 陳○寬 

27 國立羅東高中 李○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