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育達科技大學 尤o玉 觀光休閒管理系碩士班

2 中國科技大學 何o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3 中國科技大學 謝o旎 財務金融系

4 中國科技大學 林o娣 應用英語系

5 中國科技大學 蘇o財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 東南科技大學 楊o保 餐旅管理系

7 東南科技大學 姚o成 餐旅管理系

8 東南科技大學 張o雪 餐旅管理系

9 東南科技大學 高o君 餐旅管理系

10 東南科技大學 洪o芬 餐旅管理系

11 東南科技大學 楊o美 餐旅管理系

12 東南科技大學 楊o竹 餐旅管理系

13 東南科技大學 紀o薇 餐旅管理系

14 東南科技大學 余o婷 餐旅管理系

15 東南科技大學 楊o龍 餐旅管理系

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張o瑩 獸醫學系

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譚o華 國文學系

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o英 東亞學系

1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o晴 東亞學系

2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o怡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o寶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伍o怡 管理研究所

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市川o沙 華語文教學系

24 國立清華大學 楊o素 經濟系

25 國立清華大學 周o芳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2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廖o祥 財務金融系

2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武o芳 國際商務系

28 靜宜大學 鄭o鍠 觀光事業學系

29 靜宜大學 葉o凱 大眾傳播學系

30 靜宜大學 甘o榮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31 靜宜大學 鄭o傑 觀光事業學系

32 佛光大學 黃o婭 蔬食系

33 佛光大學 周o全 心理系

34 佛光大學 鄭o敏 蔬食系

35 佛光大學 釋o僧（曾o麗） 佛教系  

36 臺北市立大學 岳o權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37 臺北市立大學 黃o佑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38 臺北市立大學 李o珊 技擊運動學系

3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黎o僖 運輸科學系

4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劉o源 運輸科學系

4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黃o麗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係

4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楊o蓉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研究所

4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李o淇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係

44 中國醫藥大學 楊o微 藥學系

45 中國醫藥大學 張o娜 藥學系

4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o雨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4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霍o欣 教育學系

48 高雄醫學大學 廖o晴 職能治療學系

49 高雄醫學大學 黎o賢 職能治療學系

50 高雄醫學大學 Duurenjargal o Tseesur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ine

51 高雄醫學大學 Mary o Hataiwapu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52 國立中正大學 葉o遠 經濟學系

53 國立中正大學 鍾o熹 運動競技學系

54 國立中正大學 鄭o升 資訊管理學系

55 國立政治大學 寸o相 中國文學系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生活僑(外)生獎助學金

正取受獎生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申請學生姓名 就讀系所

第 1 頁，共 5 頁



56 國立政治大學 朱o偉 企業管理學系

57 國立政治大學 李o霖 心理學系

58 國立政治大學 賴o妏 企業管理學系

59 國立政治大學 彭o中 資訊管理學系

60 國立政治大學 周o妤 企業管理學系

61 國立政治大學 池田o和 資訊管理學系

62 國立政治大學 孫o珊 教育學系

6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o慧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6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o瑜
特殊教育學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

士班語言治療組

65 國立嘉義大學 藍o偉 資訊工程研究所

6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o翡 休閒事業經營系

6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o妮 企業管理系

6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周o善 休閒事業經營系

6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李o平 企業管理系

7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o薇 應用中文系

7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朱o詠 應用英語系

72 國立聯合大學 陳o南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7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鄭o芳 機械工程

7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葉o萃 企業管理系

7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潘o煒 材料工程與科學系

7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董o甄 應用外語系

7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羅o壕 建築設計系

7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o雅 資訊管理

7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許o亮 資訊管理系

80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鄧o如 神道學碩士

8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張o敏 國比系

8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o穎 中文系

8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曹o銓 歷史系

8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葉o彤 觀餐系

8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o效 電機系

8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o發 東南亞所

8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李o隆 觀餐系

8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唐o峰 資工系

8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段o琪 機械系

9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熊o林 工設系

9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王o杰 經管系

9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張o賢 互動設計系

9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o龍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9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Rahayu o Hening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有機高分子

9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王o琳 管理學院外國學生專班

96 義守大學 鄧o源 電影與電視學系

9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李o潤 餐旅廚藝管理系

9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亞o 餐旅廚藝管理系

99 國立體育大學 杜o澄 體育推廣學系

100 國立體育大學 楊o和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101 國立體育大學 陳o汶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102 國立體育大學 吳o桓 運動保健學系

103 國立體育大學 許o富 體育推廣學系

104 玄奘大學 張o莊 餐旅管理學系

105 玄奘大學 羅o辰 餐旅管理學系

10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o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7 國立臺灣大學 朱o璇 醫技系

108 國立臺灣大學 劉o 獸醫學系

109 國立臺灣大學 黃o怡 社會學系

110 國立臺灣大學 劉o聰 土木系

111 國立臺灣大學 陸o琪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12 國立臺灣大學 陳o炘 生工系

113 國立臺灣大學 吳o穎 物理治療學系

114 國立臺灣大學 葉o文 法律學系

115 國立臺灣大學 李o新 漁業科學研究所

116 國立臺灣大學 黃o義 土木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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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國立臺灣大學 蘇o憶 獸醫系

118 國立臺灣大學 李o輝 生化科技系

119 國立臺灣大學 朴o勛 中文系

120 東吳大學 楊o朗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121 東吳大學 莊o婷 法律學系

12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o成 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12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張o桐 企業管理系

12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謝o貴 運籌管理系

12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o芳 觀光管理系

12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龔o恩 資訊管理系

127 黎明技術學院 許o團 僑生時尚造型設計產學專班

128 黎明技術學院 李o惠 僑生時尚造型設計產學專班

129 黎明技術學院 張o珠 僑生時尚造型設計產學專班

130 實踐大學 趙o瀅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131 正修科技大學 張o義 電子工程系

132 正修科技大學 穆o來 電子工程系

133 正修科技大學 楊o潔 電子工程系

134 正修科技大學 陳o福 電機工程系

135 正修科技大學 廖o武 電機工程系

136 正修科技大學 許o貝 資訊工程系

137 正修科技大學 楊o淓 資訊工程系

138 正修科技大學 郭o山 資訊工程系

139 正修科技大學 陳o吉 資訊工程系

140 正修科技大學 吳o惠 電子工程系

141 國立臺北大學 趙o淑 社學系

142 國立臺北大學 岳o菊 會計系

143 國立臺北大學 何o艷 經濟系

144 國立臺北大學 羅o亦 財政學系

145 國立臺北大學 聶o祖 電機工程學系

14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黃o媚

14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林o如

14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江o恩

14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陳o星

15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張o達

15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鍾o晶

15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陳o禎

15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范o林

15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裴o信

15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曾o順

15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韋o營

15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龐o興

15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戴o因

15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曾o海

16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陳o揚

16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龔o科

16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蕭o鳳

1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丁o順

16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鄭o輝

16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梁o琪

16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林o玲

16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黃o雲

16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謝o絲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廖o賢

17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李o蓉

17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陳o

17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胡o情

17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廖o緣

17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濮o發

17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黃o甜

17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陳o年

17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黃o華 餐飲管理系

17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章o慧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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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曾o程 海洋遊憩系

18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凌o善 觀休休閒系

181 大葉大學 麥o晞 造形藝術系

182 世新大學 武o緣 觀光學系

183 世新大學 阮o心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184 世新大學 貝o歆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185 世新大學 鄭o恩 資訊管理學系

186 世新大學 黃o淇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187 世新大學 梁o雲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188 世新大學 陳o琳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189 世新大學 陳o希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190 世新大學 官o映 日本語文學系

191 世新大學 鍾o盈 日本語文學系

192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羅o蜜 海空物流與行銷系

19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李o場 食品健康科技系

194 台灣首府大學 韋o梅 幼兒教育學系

19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田o和 光電研究所

19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卓o鶯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197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葉o廷 醫學工程學系

198 國立臺東大學 楊o璟 體育學系

199 國立臺東大學 林o群 幼兒教育學系

200 國立臺東大學 鄭o瑋 美術產業學系

201 國立臺東大學 黃o景 教育學系

202 國立臺東大學 鄧o怡 教育學系

203 國立臺東大學 胡o華 教育學系

204 國立臺東大學 楊o可 英美語文學系

205 國立臺東大學 劉o勝 體育學系

206 國立金門大學 黃o偉 企業管理學系

207 國立中山大學 譚o琳 資訊管理學系

208 國立中山大學 謝o安 企業管理學系

209 國立中山大學 陳o榮 劇場藝術學系

210 國立中山大學 周o健 應用數學系

211 慈濟大學 楊o湧 物理治療學系

212 長庚科技大學 方o韵 化妝品應用系

213 長榮大學 黃o慈 保健營養學系

214 長榮大學 王o督 國際財務與商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15 長榮大學 彭o然 護理學系

216 長榮大學 黃o聆 大眾傳播學系

217 長榮大學 中林o彩 東南亞學士學位學程

218 國立成功大學 蔡o真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219 國立成功大學 譚o穎 測量及空間資訊所

220 國立成功大學 黃o月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221 國立成功大學 何o媚 藥學系

222 國立成功大學 古o蓉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223 國立成功大學 郭o亮 機械工程學系

224 國立成功大學 雲o浩 機械系

225 國立臺南大學 葉o靜 幼兒教育學系

226 國立臺南大學 梁o理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227 國立屏東大學 洪o玲 國際貿易學系

228 國立屏東大學 鄧o曦 幼兒教育學系

22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翁o鍵 餐飲管理系

230 臺北醫學大學 李o 醫學系

231 輔英科技大學 李o凱 保健營養系

232 僑光科技大學 覃o璋 餐飲管理系

233 僑光科技大學 林o婉 應用英語系

234 僑光科技大學 黃o舜 餐飲管理系

235 國立高雄大學 娜o 應用經濟學系

236 國立高雄大學 伍o康 工藝及創意設計學系

237 國立高雄大學 李o謙 生命科學系

238 國立高雄大學 李o萱 資訊管理學系

239 國立高雄大學 薛o乙 資訊管理學系

240 國立高雄大學 陳o蓓 東亞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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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國立高雄大學 呂o嵐 東亞語文學系

242 國立高雄大學 阮o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243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安o亞 日本語文系

244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歐o明 英國語文系

245 華夏科技大學 劉o珍 企業管理系

24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阮o美德 電機工程系

247 輔仁大學 鄭o晴 臨床心理學系

248 輔仁大學 溫o珍 企業管理學系

249 輔仁大學 鄭o 音樂學系碩士班

250 輔仁大學 裴o進 企業管理學系

251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o文 工業管理系

252 高苑科技大學 丁o豪 應用外語

253 高苑科技大學 梅o瑤 應用外語

254 高苑科技大學 魏o亞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255 高苑科技大學 葛o思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256 高苑科技大學 陳o豐 土木工程系

257 龍華科技大學 符o笙 機械工程系

258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阮o蘭 餐飲廚藝系(科)

25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杜o欣 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26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李o惠 餐旅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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