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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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 胡 OO 工業設計系 義大利 

 大葉大學 李 OO 歐洲語文學系 德國 

 大葉大學 陳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中國文化大學 黃 OO 資訊管理學系 美國 

東吳大學 邱 OO 社會學研究所 德國 

東吳大學 陳 OO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波蘭 

東吳大學 林 OO 企業管理學系 法國 

南華大學 蔡 OO 財務金融系 美國 

國立中山大學 陳 OO 企業管理學系 日本 

國立中正大學 羅 OO 戰略暨國際事務所 德國 

國立交通大學 陳 OO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碩士班 德國 

國立成功大學 李 OO 生科系 捷克 

國立成功大學 林 OO 政治系 韓國 

國立成功大學 許 OO 生科系 捷克 

國立屏東大學 紀 OO 應用日語學系 日本 

國立高雄大學 楊 OO 東亞語文學系 日本 

國立高雄大學 周 OO 東亞語文學系 南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許 OO 英語系 美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陳 OO 物理系 美國 

國立清華大學 翁 OO 經濟系 美國 

國立清華大學 鄭 OO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義大利 

國立清華大學 汪 OO 經濟學系 印度 

國立臺北大學 彭 OO 企業管理學系 荷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黃 OO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韓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游 OO 語文與創作學系 日本 

國立臺東大學 陳 OO 體育學系 日本 

國立臺灣大學 林 OO 國家發展所 英國 

國立臺灣大學 蘇 OO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荷蘭 

國立臺灣大學 呂 OO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國立臺灣大學 李 OO 商學研究所 比利時 

國立臺灣大學 廖 OO 理學院心理學系 土耳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 OO 應用華語文學系 西班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鄧 OO  美術學系 日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 O 應用華語文學系 挪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 OO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挪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楊 OO 水產養殖學系 日本 

淡江大學 李 OO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奧地利 

淡江大學 曾 OO 國際企業學系 美國 

淡江大學 許 OO 俄國語文學系 俄羅斯 

實踐大學 高 OO 應用外語系 美國 

實踐大學 葉 O 企業管理學系 芬蘭 

實踐大學 陳 OO 應用外語系 韓國 

輔仁大學 黃 OO 西班牙語文學系 西班牙 

靜宜大學 梁 OO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靜宜大學 林 OO 日文系 日本 

靜宜大學 黃 OO 企業管理學系 日本 

靜宜大學 吳 OO 英國語文學系 荷蘭 

靜宜大學 張 OO 英文系 美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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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OO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日本 

文藻外語大學 林 OO 日文系 日本 

育達科技大學 李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東南科技大學 黃 OO 應用英語系 美國 

南臺科技大學 蔡 OO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荷蘭 

南臺科技大學 吳 OO 應用英語系 荷蘭 

南臺科技大學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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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OO 國際企業經營系 美國 

高苑科技大學 黃 OO 國際商務系 美國 

高雄餐旅大學 陳 OO 應用英語系 英國 

高雄餐旅大學 辛 OO 進四技旅館 2A 美國 

高雄餐旅大學 陳 OO 旅運管理系 加拿大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吳 OO 工業管理系 韓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潘 OO 餐旅管理系 新加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蔡 OO 海洋環境工程系 韓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林 OO 應用日語系 日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孫 OO 應用外語系 立陶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趙 OO 應用外語系 法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邱 OO 企管系 捷克 

聖約翰科技大學 何 OO 應用英文系 紐西蘭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 OO 應用英文系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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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5 月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