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獎錄取名單(共 154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科系 地址 

001 曾○榮 國立大湖農工 綜合科  364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68 號 

002 洪○汝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 護理科 843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 309 號 

003 柯○玲 國立高雄餐旅附屬高中 烹調科 812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004 林○丘 台北市立松山家商 綜合科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 號 

005 羅○容 雲林縣大成商工 應外科 632 雲林縣虎尾鎮成平街 21 號 

006 劉○琪 亞洲餐旅學校 餐技科 702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一段五號 

007 謝○芳 南投縣同德家商 餐輪科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培英巷 8號 

008 許○妍 國立苗栗農工  家政科 360 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二段 491 號 

009 趙○偉 國立恆春工商 資訊科 946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38 號 

010 林○嬋 國立華南高商 觀光科 600 嘉義市東區光彩街 69 號 

011 ○偵 國立高雄餐旅附屬高中 烹調科 812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012 何○維 桃園市成功工商 綜職科 333 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162 巷 100 號 

013 左○業 台北市立松山家商 綜合科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 號 

014 林○琪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化工科 806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 

015 謝○宗 國立苗栗高商 資處科 360 苗栗縣苗栗市電台街 7號 

016 馬○琇 高雄市立志高中 資處科 807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98 號 

017 李○池 國立大湖農工 食品科 364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68 號 

018 吳○靜 國立鳳山商工 國貿科 83052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019 洪○萱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會計科 800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3號 

020 羅○瑄 國立花蓮高商 會計科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18 號 



021 錢○婷 新竹市光復高中 綜合科 30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53 號 

022 林○傑 新北市豫章工商 電子科 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391 號 

023 簡○翰 彰化縣大慶商工 汽車科 510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二段 206 號 

024 施○妘 國立新豐高中 商經科 711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48 號 

025 彭○傑 國立竹北高中  302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 3號 

026 鄭○彤 國立台北科大附屬桃園

農工 

模具科 33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144 號 

027 潘○瑋 耕莘專校 化妝品應用科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2 號 

028 林○耘 聖母醫護專校 五專化妝應用科 266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 265 巷 100 號 

029 羅○媛 國立華南高商 高中 600 嘉義市東區光彩街 69 號 

030 郭○呈 國立澎湖海事 汽車科 880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 63 號 

031 蔡○偉 國立屏東高工 土木科 90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25 號 

032 高○慧 國立羅東高商 多媒體科 265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360 號 

033 吳○柔 台北市十信高中 電子商務科 112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 55 號 

034 郭○雯 國立恆春工商 資處科 946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38 號 

035 陳○榆 台中市立東勢高工 電繪科 423 台中市東勢區東關路六段 1328 號 

036 王○琳 屏東縣屏榮高中 應日科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學路 100 號 

037 林○誼 台北市育達高職 餐飲科 105 臺北市松山區美仁里寧安街 12 號 

038 鍾○德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資處科  351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一路 401 號 

039 王○淮 國立嘉義高商 國貿科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7號 

040 楊○婷 國立嘉義高商 應外科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7號 

041 江○婷 國立台南海事 商經科 708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路 1號 



042 李○宭 國立花蓮高工 資訊科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27 號 

043 莊○姍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資訊科 300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 124 號 

044 楊○婕 台中市立大甲高中  437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720 號 

045 賴○榆 南投縣同德家商 餐飲科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培英巷 8號 

046 林○儀 國立嘉義高工 化工科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174 號 

047 林○萍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農工 幼保科 40146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283 號 

048 雍○棋 國立鳳山商工 觀光科 83052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049 陳○綾 聖母醫護專校 五專護理科 266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 265 巷 100 號 

050 洪○萱 國立金門農工 家政科 891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1-11 號 

051 林○承 台南市慈幼工商 電子科 701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801 號 

052 吳○豪 台北市開南商工 餐飲科 100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6號 

053 林○霖 台北市開南商工 餐飲科 100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6號 

054 宋○芯 國立台東專校 電機科 950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 911 號 

055 黃○福 新北市清傳高商 日文科 241 三重區五谷王北街 141 巷 1 號 

056 吳○箴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資處科 813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102 號 

057 林○芳 新北市雙溪高中 綜高科 227 新北市雙溪區梅竹蹊路 3號 

058 吳○婷 台中市立台中家商 服裝科 401 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059 陳○仁 屏東市民生家商 資處科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12 號 

060 趙○華 屏東市民生家商 廣設科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12 號 

061 潘○明 國立關山工商 餐飲科 956 台東縣關山鎮民權路 58 號 

062 蔡○臻 國立北港高中 綜高科 651 雲林縣北港鎮成功路 26 號 

063 林○良 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工 電子科 500 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 1號 



064 林○華 台北市景文高中 資訊科 116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127 號 

065 陳○琳 國立員林家商 美容科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56 號 

066 陳○諠 國立台南高商 國貿科 70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327 號 

067 趙○薇 台中市大明高中 餐飲科 412 台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三段 210 號 

068 詹○詠 國立新營高中  730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101 號 

069 胡○瑩 高雄市明誠中學 資處科 804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 號 

070 蔡○婷 國立北港農工 電機科 651 雲林縣北港鎮太平路 80 號 

071 陳○揅 國立新竹高商 資處科 30068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128 號 

072 温○君 國立新竹高商 銷售科 30068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128 號 

073 劉○瑋 苗栗縣三義高中 餐飲科 367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 11 鄰 122 號 

074 王○君 基隆市光隆家商 幼保科 201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4 號 

075 邱○如 基隆市光隆家商 多媒體科 201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4 號 

076 周○維 國立澎湖海事 輪機科 880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 

077 李○真 國立內埔農工 農經科 912 屏東縣內埔鄉成功路 83 號 

078 謝○紅 國立內埔農工 綜合科 912 屏東縣內埔鄉成功路 83 號 

079 李○珊 彰化縣大慶商工 時尚科 510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二段 206 號 

080 郭○纓 台中市立台中家商 餐飲科 401 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081 宋○萍 華岡藝術學校 戲劇科 111 台北市士林區建業路 73 巷 8 號 

082 鄭○妙 國立旗山農工 汽車科 842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 195 號 

083 羅○洋 國立關西高中 園藝科 306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東路 2號 

084 丁○伶 國立斗六家商 應外科 640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 120 號 

085 陳○琳 國立東港海事 輪機科 928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街 66 號 



086 高○晏 國立花蓮高工 資訊科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27 號 

087 黃○涵 國立苗栗高商 資處科 360 苗栗縣苗栗市電台街 7號 

088 莊○茱 台中市立豐原高商 商經科 420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 50 號  

089 林○瑄 國立成功商水 商業學程 961 台東縣成功鎮太平路 52 號 

090 李○良 嘉義市立仁高中 綜合科 600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 235 號 

091 吳○華 國立員林家商 綜合科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56 號 

092 溫○欣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資處科 239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 號 

093 鄭○琪 台北市十信高中 英文科 112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 

094 陳○宏 國立新營高工 模技科 730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68 號 

095 王○婷 國立新營高工 資訊科 730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68 號 

096 陳○緻 國立民雄農工 食品科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1 號 

097 林○璇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 長青服務科 843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 309 號 

098 何○楨 台南市陽明工商 商經科 720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裡 423 號 

099 卓○玟 國立新豐高中 資處科 711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48 號 

100 楊○萱 台北市稻江護家 幼保科 10491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55 號 

101 張○萱 國立嘉義家職 美顏科 600 嘉義市東區體育路 7號 

102 吳○芳 雲林縣大德商工 美甲科 630 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路 400 號 

103 邱○華 台中市明台高中 觀光科 413 台中市霧峰區萊園路 91 號 

104 許○華 花蓮縣海星高中 綜合科 971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路 36 號 

105 黃○淯 國立台南海事 商經科 708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路 1號 

106 黃○家 國立鹿港高中 水產養殖科 505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661 號 

107 龔○妤 新北市豫章工商 餐飲科 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391 號 



108 楊○翎 新竹縣內思高工 電子科 305 新竹縣新埔鎮楊新路一段 40 號 

109 李○賢 國立基隆海事 航海科 202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 246 號 

110 温○凱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中 綜高科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948 號 

111 邱○睿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中 綜高科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948 號 

112 李○菱 屏東市華洲工家 餐飲科 900 屏東縣屏東市歸仁路 63 巷 99 號 

113 張○凰 台中市慈明高中 幼保科 406 台中市太平區光德路 388 號 

114 謝○汝 台中市慈明高中 餐飲科 406 台中市太平區光德路 388 號 

115 翁○玟 台中市立沙鹿高工 紡織科 433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823 號 

116 陳○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農工 餐管科 40146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283 號 

117 黃○芳 國立虎尾農工 食品科 632 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 65 號 

118 翁○展 嘉義縣協志工商 家電科 621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285 巷 11 號 

119 陳○姍 嘉義縣協志工商 餐飲科 621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285 巷 11 號 

120 莫○嵐 耕莘專校 護理科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2 號 

121 黃○勝 新北市淡水高中  25251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122 古○同 國立光復商工 電子科 976 花蓮縣光復鄉林森路 100 號 

123 李○廷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室內設計科 510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 103 號 

124 陳○均 國立金門農工 餐管科 891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1-11 號 

125 游○喻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餐飲科 251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126 曾○傑 高雄市大榮中學 飛修科 804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 1號 

127 陳○琳 新北市清傳高商 電務科 241 三重區五谷王北街 141 巷 1 號 

128 陳○璇 慈惠醫護專校 物理治療科 926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 367 號 

129 羅○惠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美容科 813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1號 



130 吳○哲 台北市強恕高中 綜高科 100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 143 號 

131 楊○慧 新北市南強工商 演藝科 231 新店區文化路 42 號 

132 王○芬 國立台南高商 商經科 70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327 號 

133 郭○余 高雄市明誠中學 多媒體應用科 804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 號 

134 廖○憶 新北市莊敬高職 演藝科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135 林○文 新北市莊敬高職 餐飲科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136 吳○霈 國立北港農工 農經科 651 雲林縣北港鎮太平路 80 號 

137 吳○鴻 台中市明德高中 英文科 402 台中市南區明德街 84 號 

138 鄧○靜 苗栗縣龍德家商 餐飲科 358 苗栗縣苑裡鎮房裡里南房 75-1 號 

139 蘇○如 台南市長榮中學 觀光科 701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79 號 

140 莊○蓉 嘉義市東吳高職 觀光科 600 嘉義市東區宣信街 252 號 

141 陳○吟 高雄市高英工商 餐飲科 831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19 巷 44 號 

142 劉○伶 高雄市高英工商 資處科 831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19 巷 44 號 

143 徐○敏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資訊科 236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144 林○繼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冷凍科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52 號 

145 林○洋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冷凍科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52 號 

146 羅○云 國立東港海事 航管科 928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街 66 號 

147 楊○渝 國立二林工商 電機科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 500 號 

148 連○敏 國立新營高中 商經科 730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101 號 

149 江○諭 國立新竹高工 機械科 300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號 

150 鍾○豪 新北市中華高中 機械科 236 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 2號 

151 李○璇 國立台東專校 五專食品科技科 950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 911 號 



152 林○慧 國立台東專校 五專食品科技科 950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 911 號 

153 陶○暄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國貿科 111 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50 號 

154 黃○揚 國立北門農工 電機科 722 台南市佳里區六安街 11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