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 學海惜珠一般大學獲補助學生名單 

學校名稱 中文姓名 就讀系所 研修國別 

中原大學 黃 OO 商設系 美國 

中國文化大學 張 OO 德國語文學系 德國 

中國文化大學 曾 OO 俄國語文學系 俄羅斯 

亞洲大學 張 OO 外國語文學系 馬來西亞 

東吳大學 陳 OO 日本語日本文學科 日本 

東吳大學 張 OO 英文系 波蘭 

東吳大學 褚 OO 企管系 美國 

國立中山大學 楊 OO  財務管理學系 法國 

國立中山大學 王 OO 財務管理學系 奧地利 

國立中山大學 陳 OO 化學系 韓國 

國立中正大學 郭 OO 外文系 日本 

國立中正大學 周 OO 法律系 日本 

國立交通大學 林 OO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荷蘭 

國立交通大學 林 OO 電子研究所 韓國 

國立政治大學 陳 OO 法律學系碩士班 德國 

國立政治大學 陳 OO 英國語文學系 英國 

國立政治大學 黃 OO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泰國 

國立政治大學 蔡 OO 公共行政學系 立陶宛 

國立高雄大學 江 O 東亞語文學系 韓國 

國立清華大學 林 OO 人文社會學院 韓國 

國立清華大學 邱 OO 工學院 瑞典 

國立清華大學 吳 OO 工學院 德國 

國立清華大學 林 OO 科管院 捷克 

國立嘉義大學 王 OO 數位學系與設計學系 日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謝 OO 國比系 法國 

國立臺南大學 邱 OO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美國 

國立臺灣大學 凌 OO 管理學院會計研究所 義大利 

國立臺灣大學 林 OO 光電工程學 比利時 

國立臺灣大學 朱 OO 經濟學系 加拿大 

國立臺灣大學 許 OO 化學系 挪威 

國立臺灣大學 陳 OO 資訊管理學系 新加坡 

國立臺灣大學 劉 OO 昆蟲系 澳大利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邢 OO 東亞學系 韓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 OO 設計學系 英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 OO 大眾傳播研究所 韓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曾 OO 教育學系 法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顏 OO 運輸科學系 馬來西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張 OO 商船系 日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蔣 OO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美國 

淡江大學 陳 OO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逢甲大學 劉 OO 國際貿易學系 日本 

開南大學 黃 OO 人文社會學院 日本 

輔仁大學 楊 OO 日文系 日本 

輔仁大學 謝 OO 餐旅管理學系 日本 

靜宜大學 蔡 OO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靜宜大學 周 OO 西班牙語文學系 西班牙 

 

  

靜宜大學 陳 OO 西班牙語文學系  西班牙 

靜宜大學 張 OO 社工系 美國 

靜宜大學 曾 OO 英文系 韓國 

靜宜大學 張 OO 西班牙語文學系 西班牙 

靜宜大學 林 OO 日文系 日本 



105年度 學海惜珠技專校院獲補助學生名單 

學校名稱 中文姓名 就讀系所 研修國別 

中國科技大學 廖 OO 室設系 日本 

文藻外語大學 王 OO 日文系 日本 

文藻外語大學 黃 OO 西文系 西班牙 

育達科技大學 張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育達科技大學 吳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致理科技大學 呂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致理科技大學 曹 OO 應用英語系 越南 

致理科技大學 陳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修平科技大學 林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修平科技大學 袁 OO 國際企業經營系會展組 美國 

修平科技大學 楊 OO 國際企業經營系 美國 

修平科技大學 吳 OO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美國 

修平科技大學 林 OO 國際企業經營系 美國 

修平科技大學 賴 OO 國際企業經營系 美國 

高苑科技大學 黃 OO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日本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鍾 OO 機械設計工程系 日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廖 OO 食品科學系 美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李 OO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加拿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詹 OO 應用外語系 西班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 OO 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立陶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胡 OO 財務金融系 韓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翁 OO 數位媒體設計系 西班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許 OO 企業管理系 法國 

崑山科技大學 楊 OO 視訊傳播設計系 英國 

崑山科技大學 謝 OO 空間設計系 奧地利 

崑山科技大學 陳 OO 企業管理系 韓國 

聖約翰科技大學 李 OO 觀光系 韓國 

聖約翰科技大學 高 OO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美國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藍 OO 應用日語科 日本 

 

備註: 1.公告內容依教育部公文為準 2.詳細補助金額請洽各校承辦單位                    105 年 5 月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