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高級中學以上學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類別：升學獎學金 

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劉○瑋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2 李○恩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3 潘○熙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4 杜○怡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5 陳○帆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6 邱○翔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7 陳○祺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8 柯○涵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9 賴○婷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10 李○華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11 廖○國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2 李○函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3 呂○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4 林○愷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5 鄭○棻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6 吳○元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17 曾○寧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18 潘○欣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19 陳○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20 蔡○綺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21 鍾○芸 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22 溫○杰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3 陳○恩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4 胡○易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5 林○捷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6 李○恩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7 何○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8 陳○杰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29 田○樂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30 高○馨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31 張○萱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32 潘○賢翰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33 黃○鈞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34 曾○文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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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升學獎學金 

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35 廖○寰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36 林○菱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37 馮○蓁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38 何○穎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39 李○誼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0 陳○威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1 陸○香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2 李○柏宇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3 陸○瑋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4 林○恩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5 楊○薇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6 陳○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7 蘇○涵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8 徐○媛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49 邱○慈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0 吳○慈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1 曾○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2 高○兒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3 楊○恩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4 李○君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5 陳○恩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6 曾○媛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7 張○茹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8 慕○‧達祿斯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9 慕○‧達祿斯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0 岳○涵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1 林○熙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2 田○育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3 林○岑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4 林○伃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65 田○沛琪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66 陳○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67 陳○杰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68 蔣○年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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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69 盧○譽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70 張○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1 許○媛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2 蔡○晴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3 吳○軒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4 林○雯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5 江○慶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6 葉○浩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7 曾○奕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8 傅○中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9 張○佑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80 毛○萱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81 林○恩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82 林○僅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83 杜○忠源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4 吳○甄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5 嚴○泰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6 潘○顥哲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7 陳○廣延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8 朱○冠豪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89 陳○瑀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90 朱○函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91 牾○‧哈將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92 陳○恩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3 張○涵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4 陳○澔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5 陳○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6 陳○濰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7 許○晴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98 何○庭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99 高○瑋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100 江○諭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1 林○偉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2 林○媛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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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莊○慧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4 黃○臻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105 白○禾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106 潘○胤妤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107 楊○紓庭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08 梁○恩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09 邱○平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110 李○譽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 

111 李○紘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2 林○昌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3 葉○甄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4 林○義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5 張○瑋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6 葉○豪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7 彭○婷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8 南○倫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19 朱○婕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0 陳○樺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1 李○樺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2 潘○瑋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3 林○澐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4 李○庭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5 李○融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6 陳○文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7 朱○宇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8 林○琳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9 宋○奕涵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0 孟○潔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1 白○安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2 陳○登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3 孫○磊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4 陳○佑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5 許○彥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6 林○安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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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黃○威劭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8 蔡○眉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39 林○羽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0 洋○璇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1 黃○緹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2 林○瑄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3 沈○榆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4 余○媛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5 吳○蒨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6 莊○華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47 李○浩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48 王○雅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49 吳○栩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0 黃○萍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1 胡○芸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2 游○凡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3 鄭○媗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4 陳○恩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5 馬○麟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6 王○佑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7 郭○宜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8 吳○若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59 孫○傑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0 洪○妮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1 林○峻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2 林○志鵬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3 何○浩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4 潘○馨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5 曾○瑜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6 李○諺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7 何○心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8 楊○立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9 嚴○翰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0 林○文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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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黃○王千栩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2 陳○家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3 王○竣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4 林○宇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5 陳○安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6 張○毅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7 廖○妮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8 鄭○謙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79 張○偉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0 蔡○瑋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1 郭○祐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2 徐○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3 陳○宇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4 曾○亞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5 陳○宇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6 胡○恩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7 余○正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8 江○汎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89 高○晞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90 孫○恩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91 林○彤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92 周○凱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93 宋○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94 陳○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95 許○翔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96 李○軒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97 蘇○杰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98 林○東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99 江○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0 郭○妤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1 鄭○心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2 陳○行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3 陳○慶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4 陳○佑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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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林○喬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206 宗○樺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7 徐○華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8 曾○恩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9 盧○帆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張○緯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1 沈○鎬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2 李○麟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3 李○勳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4 李○彣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5 陳○凱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6 李○縈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17 柯○庭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18 楊○隆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19 黃○和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0 張○襸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1 林○恩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2 林○軍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3 阮○旻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4 王○勳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5 馬○聖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6 曾○安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7 林○頤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8 劉○文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9 林○婷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0 江○安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1 劉○宇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2 陳○恩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3 陳○潔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4 羅○美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5 田○華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36 林○雲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37 徐○建宇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38 林○恩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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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郭○惠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0 郭○琪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1 劉○世倫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2 陳○禕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3 黃○賢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4 李○芸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5 高○諳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6 何○澤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7 廖○鑫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8 潘○宇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9 古○琪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50 宋○捷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51 蔡○威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52 高○佑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53 林○勳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54 陳○晨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55 偕○國翔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56 陳○熏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57 林○語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58 楊○錡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59 宋○瑜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0 潘○翰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1 劉○綻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2 吳○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3 林○惠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4 林○茵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5 張○武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66 陳○慈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67 鄭○恩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68 陳○穎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69 潘○偉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70 林○翔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71 何○雅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272 高○禎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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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張○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274 劉○融 新北市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275 張○崴 新北市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276 張○皓 新北市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277 徐○瑞 新北市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278 阮○鈞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79 林○珊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80 江○祈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81 田○安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82 邱○哲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3 張○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4 林○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5 潘○怡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6 邱○玲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7 禹○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8 黃○銘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9 黃○云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90 周○恩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291 王○潔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292 邱○玟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293 張○慧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294 蔡○祈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295 許○泰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296 朱○明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297 章○瑩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298 曾○婷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299 潘○晴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300 徐○賜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1 吳○亨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2 潘○岑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3 高○菲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4 陳○嫻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5 張○恩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6 高○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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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鄭○恩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308 陳○任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309 黃○詳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0 黃○欣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1 潘○傑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2 高○宸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3 潘○銘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4 楊○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15 溫○璇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16 李○喬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17 池○龍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8 林○軒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9 蔡○謙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0 李○祥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1 李○鳳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2 彭○芯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3 蔡○翰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4 胡○恩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5 張○寰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6 潘○男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7 鄭○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8 邱○晟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9 林○寧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330 楊○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331 鄭○皓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332 林○亨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333 潘○明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334 羅○一 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35 張○韻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336 李○緰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337 田○玟 新北市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338 林○靜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339 林○萱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340 林○緯 財團法人台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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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潘○華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342 高○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343 柯○臻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344 林○翔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345 黃○奕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346 潘○綺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347 林○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348 卓○穎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349 陳○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0 邱○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1 賴○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2 潘○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3 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4 高○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5 梁○昕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6 林○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57 蔡○宇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58 陳○澔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59 劉○軒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60 陳○安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61 林○暐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62 郭○羽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63 王○宣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364 黃○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365 林○心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366 林○汝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67 高○鴻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68 李○雯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369 黃○卉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370 鐘○文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371 江○婉華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372 黃○心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373 吳○傑 國立臺灣大學 

374 王○甄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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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鄭○邦 國立臺灣大學 

376 王○ 臺北市立大學 

377 張○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78 黃○凡 臺北市立大學 

379 葉○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80 胡○瑄 國立臺北大學 

381 朱○恩 國立臺北大學 

382 李○翰 國立臺北大學 

383 黃○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84 林○瑋臻 長榮大學 

385 甘○榕 國立東華大學 

386 吳○玟 國立東華大學 

387 高○紅 國立東華大學 

388 陳○義 樹德科技大學 

389 朱○恩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390 劉○瑜 中國文化大學 

391 余○銓 國立政治大學 

392 林○瑩 國立政治大學 

393 張○翊 輔仁大學 

394 黃○婕 國立政治大學 

395 陳○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96 包○祈 中國醫藥大學 

397 陳○良 世新大學 

398 林○閔 國立東華大學 

399 黃○雅 國立臺北大學 

400 陳○哲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401 張○蓁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402 林○勛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403 陳○安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404 陳○妤 世新大學 

405 何○昂 中國科技大學 

406 吳○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407 顧○佑 輔仁大學 

408 田○駿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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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陳○恩 世新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