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110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高一錄取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林○瑩 26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李○芳 

2 國立大湖農工 劉○芩 27 新北市莊敬高職 管○娟 

3 台北市喬治高職 蔡○亞 28 台南市立新營高工 陳○綸 

4 苗栗縣大成高中 陳○慧 29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陳○宏 

5 國立南投高中 陳○婷 30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陳○怡 

6 台中市立霧峰農工 劉○毅 31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劉○彤 

7 高雄市高英工商 黎○文 32 彰化縣大慶商工 楊○丞 

8 國立旗山農工 鍾○均 33 屏東市屏榮高中 簡○軒 

9 國立蘇澳海事 蕭○ 34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林○慶 

10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游○婷 35 台南市南英商工 戴○成 

11 台北市立木柵高工 施○龍 36 新竹市磐石高中 曾○翰 

12 台中市僑泰高中 陳○暄 37 國立竹北高中 潘○宇 

13 桃園市大興高中 賴○恩 38 高雄市中山工商 陳○潔 

14 台北市立台中家商 徐○淳 39 國立台南高工 黃○涵 

15 台北市立松山工農 陳○姍 40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進修部 邱○茜 

16 國立嘉義高工 蔡○勳 41 台北市華岡藝術學校 楊○涵 

17 國立鹿港高中 謝○諼 42 台中市立豐原高商 賴○伊 

18 國立光復商工 鍾○君 43 基隆市培德工商 賴○臻 

19 國立北門農工 朱○婕 44 苗栗縣賢德工商 羅○睿 

20 國立新豐高中 吳○廷 45 國立嘉義高商 蔡○凜 

21 台南市光華高中 盧○岑 46 國立暨大附中進修部 阮○惇 

22 彰化縣達德商工 尤○穎 47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進修部 林○軒 

23 國立海大附中 許○婷 48 新竹市仰德高中 劉○杉 

24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潘○伸 49 國立花蓮高商進修部 覃○ 

25 桃園市成功工商 連○儀 50 國立台南海事 史○崴 



110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高二錄取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國立澎湖海事 洪○佳 26 台北市開平餐飲學校 林○浩 

2 彰化縣大慶商工 楊○豪 27 台南市光華高中 簡○ 

3 國立斗六家商 廖○凱 28 台中市慈明高中 李○廷 

4 新竹縣仰德高中 蔡○聖 29 
慈惠醫護專科學校 

(五專部) 
林○萱 

5 高雄市普門中學 魏○翔 30 彰化縣文興高中 葛○彤 

6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工 劉○軒 31 台北市立松山工農 張○芯 

7 桃園市治平高中 陳○渟 32 桃園市成功工商 林○翔 

8 桃園市育達高中 宋○霓 33 彰化縣達德商工 王○玲 

9 國立嘉義高商 李○儀 34 國立旗山農工 蘇○苑 

10 台中市立大甲高工 余○宏 35 國立暨大附中 林○博 

11 桃園市立中櫪家商 張○瑄 36 國立花蓮高工 周○萱 

12 台中市立豐原高商 蕭○孜 37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莊○勛 

13 宜蘭縣立南澳高中 楊○琴 38 國立北斗家商 劉○彤 

14 國立西螺農工 鍾○叡 39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邱○禎 

15 高雄市三信家商 李○昀 40 高雄市復華中學 鄭○娟 

16 高雄市立志中學 黃○麟 41 國立嘉義家職 蔡○卉 

17 國立新營高工 陳○梅 42 台北市立木柵高工 許○恩 

18 台北市稻江護理 胡○華 43 台南市南英商工 陳○文 

19 台南市陽明工商 賴○雯 44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邱○桓 

20 國立嘉義高工 李○函 45 苗栗縣大成高中 蕭○珊 

21 台北市大安高工 李○福 46 新北市中華商海 張○倫 

22 新竹縣內思高工 劉○埻 47 南投縣同德高中 蕭○婷 

23 
新北市致理科技大學

(五專制) 
林○薰 48 國立員林家商 洪○綾 

24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蔡○承 49 台北市惇敘工商 陳○涵 

25 國立竹北高中 陳○彣 50 基隆市二信高中 徐○倫 

 5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台

中高農 
林○筠 



110年度寶佳高職學生獎學金高三錄取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1 國立頭城家商 曾○元 26 國立溪湖高中 傅○琪 

2 國立東港海事 蔡○晴 27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高職部) 
王○康 

3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王○秝 28 苗栗縣大成高中 葉○莎 

4 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張○吾 29 國立西螺農工 廖○甫 

5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白○宸 30 國立暨大附中 王○涵 

6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 

台中高農 
游○瑄 31 桃園市永平工商 王○媗 

7 台北市穀保家商 方○茹 32 苗栗市育民工家 黎○甄 

8 國立北斗家商 林○萍 33 國立屏東高工 鍾○汶 

9 桃園市成功工商 卓○原 34 國立北門農工 劉○宏 

10 基隆市二信高中 許○杰 35 國立馬公高中 夏○敏 

11 國立仁愛高農 凌○馨 36 國立海大附中 陳○宜 

12 國立旗山農工 李○儒 37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林○茹 

13 台中市嘉陽高中 李○家 38 台北市大安高工 王○凱 

14 國立員林農工 呂○義 39 國立岡山農工 張○婷 

15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李○憫 40 桃園市大興高中 陳○靜 

16 
台北市普林思頓育達

高職 
張○豪 41 台北市景文高中 高○芸 

17 高雄市復華中學 李○龍 42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賴○瑩 

18 國立玉里高中 江○彥 43 嘉義市東吳高工 陳○敏 

19 國立東勢高工 劉○揚 44 台中市玉山高中 林○欣 

20 國立花蓮高商進修部 陳○雯 45 彰化縣大慶商工 柯○凱 

21 國立嘉義家職 江○蓁 46 新竹市磐石高中 韓○鑫 

22 高雄市三信家商 林○均 47 台北市立內湖高工 李○人 

23 台北市開平餐飲學校 龔○萱 48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顧○安 

24 台北市靜修女中 李○萱 49 台中市立豐原高商 藍○詒 

25 新北市三重商工 李○哲 50 慈惠醫護專科學校 莊○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