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寶佳經濟弱勢高職優秀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亞洲餐旅學校 劉○琪 31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鍾○德 61 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工 林○良 

2 雲林縣大成商工 羅○容 32 台北市育達高職 林○誼 62 新北市雙溪高中 林○芳 

3 台南市陽明工商 何○楨 33 國立嘉義高商 楊○婷 63 台北市十信高中 鄭○琪 

4 彰化縣大慶商工 李○珊 34 國立嘉義高商 王○淮 64 國立澎湖海事 周○維 

5 彰化縣大慶商工 簡○翰 35 國立大湖農工 曾○榮 65 國立澎湖海事 郭○呈 

6 耕莘專校 潘○瑋 36 國立大湖農工 李○池 66 國立台南高商 陳○諠 

7 耕莘專校 莫○嵐 37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洪○萱 67 國立台南高商 王○芬 

8 南投縣同德家商 謝○芳 38 國立恆春工商 郭○雯 68 新北市豫章工商 龔○妤 

9 南投縣同德家商 賴○榆 39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吳○箴 69 新北市豫章工商 林○傑 

10 華岡藝術學校 宋○萍 40 國立屏東高工 蔡○偉 70 台中市立大甲高中 楊○婕 

11 國立苗栗高商 謝○宗 41 國立花蓮高工 李○宭 71 國立新豐高中 卓○玟 

12 國立成功商水 林○瑄 42 國立花蓮高工 高○晏 72 國立新豐高中 施○妘 

13 台北市立松山家商 左○業 43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徐○敏 73 台中市明台高中 邱○華 

14 國立華南高商 林○嬋 44 屏東市民生家商 趙○華 74 國立高雄餐旅附屬高中 柯○玲 

15 國立華南高商 羅○媛 45 屏東市民生家商 陳○仁 75 國立高雄餐旅附屬高中 曾  ○ 

16 國立東港海事 羅○云 46 國立羅東高商 高○慧 76 花蓮縣海星高中 許○華 

17 國立東港海事 陳○琳 47 國立鳳山商工 雍○棋 77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 林○璇 

18 台北市開南商工 吳○豪 48 國立鳳山商工 吳○靜 78 新竹市光復高中 錢○婷 

19 台北市開南商工 林○霖 49 國立台南海事 江○婷 79 桃園市成功工商 何○維 

20 高雄市立志高中 馬○琇 50 國立台南海事 黃○淯 80 國立新營高工 王○婷 

21 國立民雄農工 陳○緻 51 國立員林家商 陳○琳 81 國立新營高工 陳○宏 

22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莊○姍 52 國立員林家商 吳○華 82 台中市明德高中 吳○鴻 

23 新北市莊敬高職 廖○憶 53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李○廷 83 新竹縣內思高工 楊○翎 

24 新北市莊敬高職 林○文 54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林○琪 84 台中市豐原高商 莊○茱 

25 國立斗六家商 丁○伶 55 國立嘉義高工 林○儀 85 國立光復商工 古○同 

26 國立內埔農工 李○真 56 國立基隆海事 李○賢 86 台北市強恕高中 吳○哲 

27 國立內埔農工 謝○紅 57 國立北港高中 蔡○臻 87 聖母醫護專校 陳○綾 

28 基隆市光隆家商 邱○如 58 國立新竹高商 温○君 88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游○喻 

29 基隆市光隆家商 王○君 59 國立新竹高商 陳○揅 89 國立嘉義家職 張○萱 

30 屏東縣屏榮高中 王○琳 60 國立關山工商 潘○明 90 台中市立台中家商 吳○婷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91 台中市立台中家商 郭○纓 112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溫○欣 

92 台中市慈明高中 謝○汝 11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農工 陳○昊 

93 台中市慈明高中 張○凰 114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農工 林○萍 

94 高雄市高英工商 劉○伶 115 國立新竹高工 江○諭 

95 高雄市高英工商 陳○吟 116 台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鄭○彤 

96 國立北港農工 蔡○婷 117 苗栗縣龍德家商 鄧○靜 

97 台中市立東勢高工 陳○榆 118 國立新營高中 連○敏 

98 國立竹北高中 彭○傑 119 國立新營高中 莊○詠 

99 新北市南強工商 楊○慧 120 國立二林工商 楊○渝 

100 雲林縣大德商工 吳○芳 121 國立關西高中 羅○洋 

101 高雄市明誠中學 郭○余 122 台南大學附屬高中 邱○睿 

102 高雄市明誠中學 胡○瑩 123 台中市立沙鹿高工 翁○玟 

103 嘉義縣協志工商 翁○展 124 屏東市華洲工家 李○菱 

104 嘉義縣協志工商 陳○姍 125 嘉義市東吳高職 莊○蓉 

105 嘉義市立仁高中 李○良 126 新北市中華高中 鍾○豪 

106 台北市稻江護家 楊○萱 127 國立台東專校 李○璇 

107 新北市清傳高商 黃○福 128 國立台東專校 林○慧 

108 新北市清傳高商 陳○琳 129 國立北門農工 黃○揚 

109 慈惠醫護專校 陳○璇 130 國立金門農工 洪○萱 

110 台南市長榮中學 蘇○如 131 國立金門農工 陳○均 

111 國立虎尾農工 黃○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