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高職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一(共 50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新北市南強工商 吳○慈 26 國立東港海事 黃○容 

2 國立華南高商 林○賢 27 市立龍潭高中 邱○禎 

3 
國立成大附屬高工進

修部 
劉○軒 28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楊○鄅 

4 桃園市育達高中 宋○霓 29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黃○珊 

5 國立新營高工 吳○穎 30 國立關山工商 劉○嘉 

6 國立曾文農工 魏○圻 31 台北市稻江護家 胡○華 

7 國立台東高商 潘○玲 32 台北市開平餐飲 姜○揚 

8 台北市開南商工 郭○綸 33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張○文 

9 雲林縣大德商工 陳○聤 34 國山竹山高中 吳○潔 

10 高雄市中山工商 劉○吟 35 國立光復商工 何○庭 

11 屏東市屏榮高中 劉○玟 36 台南市亞洲餐旅學校 白○傑 

12 台北市立松山工農 張○芯 37 台中市僑泰高中 林○加 

13 國立新營高中 沈○軒 38 高雄市復華高中 田○昕 

14 市立豐原高商 蕭○孜 39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楊○璇 

15 國立新竹高工 林○陽 40 國立嘉義高工 李○函 

1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陳○錦 41 桃園市治平高中 鍾○豪 

17 台南市光華高中 盧○美 42 雲林縣虎尾農工 許  ○ 

18 雲林縣義民高中 李○庭 43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許○禎 

19 新竹市光復中學 彭○淩 44 國立台中高工 邱○桓 

20 基隆市二信高中 劉○伶 45 彰化縣達德商工 王○玲 

21 
台北市志仁高中進修

學校 
蔡○琪 46 苗栗縣建台高中 蔡○琳 

22 國立竹北高中 陳○彣 47 國立嘉義高商 徐○祥 

23 國立新竹高商 傅○瑀 48 國立嘉義家事 蔡○卉 

24 屏東縣慈惠醫專 林○萱 49 台南市南英商工 陳○文 

25 國立暨大附中 黃○厚 50 台北市靜修女中 郭○靜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高職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二(共 50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國立東港海事 蔡○晴 26 國立關山工商 陳○軒 

2 國立北港農工 黃○欽 27 新北市莊敬高職 劉○純 

3 國立光復商工 紀○南 28 台北市立大理高中 陳○聿 

4 桃園市成功工商 芮○銘 29 高雄市中山工商 劉○儀 

5 國立新營高工 黃○誠 30 桃園市育達高中 王○鳳 

6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王○興 31 嘉義市東吳高職 王○婷 

7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許○庭 32 嘉義縣萬能工商 邱○淇 

8 國立新豐高中 蔡○真 33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盧○妤 

9 屏東市屏榮高中 林○晏 34 國立澎湖海事 王○翔 

10 雲林縣大德商工 蔡○新 35 台北市立松山工農 李○嘉 

11 國立台中高工 白○宸 36 台北市開南商工 林○逸 

12 市立中正高工 李○憫 37 台中市僑泰高中 邱○廷 

13 桃園市大興高中 周○德 38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賴○瑩 

14 國立興大附農 游○瑄 39 台東市育仁高中 洪○真 

15 國立馬公高中 夏○敏 40 國立仁愛高農 凌○馨 

16 市立龍潭高中 張○宏 41 嘉義縣協志工商 陳○惠 

17 高雄市高英工商 孫○文 42 國立新竹高商 廖○安 

18 基隆市二信高中 許○杰 43 國立東石高中進修部 侯○潓 

19 國立斗六家商 黃○芯 44 雲林縣虎尾農工 許  ○ 

20 國立岡山農工 張○婷 45 高雄市楠梓高中 張○傑 

21 
國立高雄餐旅附屬高

中 
陳○錞 46 彰化縣達德商工 余○如 

22 新北市南強工商 游○芝 47 國立恆春工商 鄭○宇 

23 新北市豫章工商 陳○萱 48 國立嘉義高商 陳○萱 

24 基隆市光隆家商 黃○菁 49 
台中市立東勢高工

(進修部) 
賴○竹 

25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蕭○娣 50 桃園市永平工商 劉○逸 

 

  



109年度｢寶佳經濟弱勢優秀高職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高三(共 50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新北市復興商工 張○芝 26 國立佳冬高農 黃○姿 

2 高雄市高英工商 陳○霖 27 國立新營高中 黃○耘 

3 國立華南高商 邱○怡 28 高雄市樹德家商 曾○萍 

4 桃園市育達高中 江○淵 29 台北市立木柵高工 蘇○祖 

5 花蓮市四維高中 林○萱 30 台北市開平餐飲 宋○曈 

6 台中市葳格高中 甲○霖 31 高雄市三信家商 陳○廷 

7 台南大學附屬高中 楊○硯 32 嘉義市東吳高職 王○文 

8 台北市育達高職 李○萱 33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康○綾 

9 台北市立大理高中 楊○珊 34 國山竹山高中 陳○安 

10 高雄市中山工商 余○樺 35 
台北市志仁高中進

修學校 
吳○茹 

11 國立北斗家商 黃○琁 36 屏東市屏榮高中 邱○豪 

12 台北市開南商工 黃○德 37 國立二林工商 尤○楨 

13 屏東市立屏東高工 曾○祥 38 國立民雄農工 陳○恬 

14 國立興大附農 張○宜 39 台北市立南港高工 管○竣 

15 國立馬公高中 顏○珊 40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謝○尉 

16 市立龍潭高中 陳○翔 41 桃園市啟英高中 劉○玟 

17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許○茹 42 高雄市復華高中 鍾○如 

18 國立仁愛高農 黃○棋 43 雲林縣虎尾農工 廖○庭 

19 國立新竹高商 施○佳 44 彰化縣達德商工 黃○音 

20 新竹市曙光女中 傅○繇 45 基隆市光隆家商 羅○蘋 

21 桃園市大興高中 楊○明 46 台中市光華高工 王○智 

22 國立暨大附中 游○媜 47 屏東縣民生家商 黃○婷 

23 國立台東高商 曾○雯 48 基隆市二信高中 蘇○誼 

24 國立新豐高中 王○璇 49 國立東港海事 蔡○賢 

25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楊○如 50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