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高一(共 51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中壢家商 陳○瑜 27 國立新營高工 楊○宏 

2 私立樹德家商 熊○辰 28 私立東海高中 余○翔 

3 國立曾文家商 吳○婷 29 國立竹北高中 謝○芷 

4 國立光復商工 邱○偉 30 私立金甌女中 林○筠 

5 私立萬能工商 黃○育 31 私立達德商工 尤○妤 

6 私立喬治高職 邱○鳳 32 私立三育高中 佟○玲 

7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林○瑜 33 私立曙光女中 黃○淇 

8 私立莊敬高職 黃○妙 34 市立木柵高工 陳○緯 

9 國立新營高中 吳○函 35 私立稻江護家 林○伶 

10 國立羅東高商 李○恩 36 國立臺東高商 陳○佑 

11 國立鹿港高中 溫○涵 37 國立岡山農工 張○芳 

12 市立海青工商 邱○鈞 38 國立北港農工 王○杰 

13 國立仁愛高農 梁○真 39 國立苗栗高商 張○涓 

14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劉○菱 40 國立玉里高中 葉○珩 

15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中 馬○婕 41 市立東勢高工 歐○諺 

16 國立卓蘭高中 張○評 42 國立竹山高中 黃○綾 

17 國立嘉義高工 李○毅 43 私立四維高中 謝○丞 

18 私立三信家商 顏○丞 44 國立蘇澳海事 陳○辰 

19 私立慈明高中 洪○軒 45 私立醒吾高中 徐○德 

20 市立新北高工 朱○揚 46 私立屏榮高中 潘○伶 

21 市立台中家商 劉○霖 47 私立永平工商 吳○姍 

22 市立壽山高中 梁○晴 48 國立旗山農工 王○英 

23 國立北斗家商 何○修 49 私立慈幼工商 姜○安 

24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游○賢 50 市立士林高商 林○喆 

25 私立明台高中 潘○鑫 51 國立大湖農工 彭○棋 

26 國立新化高工 買○佑    

 

 

 

 

 

 

 

 



111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取名單-高二(共 54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市立中壢家商 林○瑩 28 市立三重商工 李○芳 

2 國立羅東高商 林○綾 29 私立高英工商 陳○能 

3 私立東海高中 陳○庭 30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 王○庭 

4 國立華南高商 洪○晴 31 私立亞洲餐旅 林○洲 

5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中 陳○琛 32 國立北科附工 李○麟 

6 私立醒吾高中 蘇○瑩 33 私立莊敬高職 管○娟 

7 國立白河商工 李○珊 34 私立南英商工 胡○凱 

8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許○媃 35 國立嘉義高工 吳○萱 

9 國立關山工商 洪○婷 36 私立馬偕專校 徐○庭 

10 國立海大附中 張○瑞 37 國立斗六家商 張○瑄 

11 私立大成高中 張○雯 38 私立慈明高中 郭○珍 

12 國立臺東高商 方○智 39 市立海青工商 尤○豐 

13 市立壽山高中 游○昀 40 市立淡水商工 林○怡 

14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朱○頤 41 私立開平餐飲學校 許○蕙 

15 國立鹿港高中 謝○諼 42 國立岡山農工 李○傑 

16 市立東勢高工 趙○佑 43 國立竹北高中 潘○宇 

17 國立光復商工 孫○均 44 市立高雄高工 楊○融 

18 私立復華中學 黃○芳 45 私立上騰工商 陳○庭 

19 國立旗山農工 鍾○均 46 市立台中家商 廖○晴 

20 私立光隆家商 許○媛 47 私立中華藝校 邱○瑄 

21 私立屏榮高中 李○孺 48 國立員林農工 夏○宸 

22 國立南投高中 張○豪 49 國立台南高工 黃○涵 

23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林○貞 50 國立關西高中 詹○晴 

24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中 鍾○鴻 51 私立義民高中 彭○淇 

25 國立台南海事 史○崴 52 私立明台高中 簡○ 

26 私立大興高中 簡○祐 53 私立開南商工 陳○憲 

27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黃○峰 54 國立暨大附中 姜○慈 

 

 

 

 

 

 

 



111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取名單-高三(共 55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國立員林農工 鄭○宇 29 市立大安高工 李○福 

2 宜蘭縣立南澳高中 楊○琴 30 私立正德高中 劉○仁 

3 國立斗六家商 廖○凱 31 私立長榮中學 葉○瑄 

4 私立仰德高中 蔡○聖 32 市立三民家商 李○臻 

5 市立鶯歌工商 黃○佐 33 私立文興高中 葛○彤 

6 國立新營高中 沈○軒 34 國立內埔農工 楊○萍 

7 私立陽明工商 方○錡 35 私立達德商工 王○玲 

8 私立慈幼工商 鄭○澤 36 國立白河商工 林○興 

9 國立蘇澳海事 盧○璋 37 私立二信高中 林○玟 

10 國立金門農工 羅○娠 38 國立暨大附中 林○博 

11 私立屏榮高中 胡○婷 39 私立南英商工 陳○文 

12 私立立仁高中 王○婷 40 私立光隆家商 吳○雯 

13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中 張○菱 41 私立稻江護家 胡○華 

14 國立北門農工 黃○瑋 42 私立樹人家商 吳○妏 

15 私立內思高工 陳○兆 43 私立育達高職 陳○佑 

16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李○汶 44 國立鳳山商工 王○雯 

17 國立岡山農工 吳○瑢 45 私立開南商工 陳○娟 

18 私立慈惠醫專 林○萱 46 市立南港高工 田○誠 

19 國立竹北高中 陳○彣 47 私立同德高中 蕭○婷 

20 私立輔大聖心高中 王○婷 48 市立新北高工 鄭○祥 

21 國立鹿港高中 許○蓁 49 市立豐原高商 蕭○孜 

22 私立稻江高職 葉○妤 50 國立台南海事 黃○捷 

23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曾○銓 51 國立澎湖海事 張○凝 

24 市立中壢高商 鄧○恩 52 國立仁愛高農 林○儀 

25 私立惇敘工商 曾○哲 53 國立苗栗農工 陳○佑 

26 市立海青工商 顏○櫻 54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尤○晴 

27 國立員林家商 李○琪 55 私立僑泰高中 林○琥 

28 市立三重商工 臺○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