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平安獎學金(大專組)錄取名單 

 

編號 學校 科系 姓名 

1 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莊羽晴 

2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葉思妤 

3 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 楊昀叡 

4 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莊琇程 

5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映君 

6 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系 楊子民 

7 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系 董芷廷 

8 東華大學 會計系 彭賢陽 

9 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梁宇欣 

10 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簡益峯 

11 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陳佳明 

12 臺東大學 公共宇文化事務學系 郭武嚳 

13 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趙蔓菲 

14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李偉翔 

15 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科 林佩瑩 

16 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高浚 

17 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王絨毫 

18 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方栢黌 

19 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陳主欣 

20 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系 李泓輝 

21 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梁云紡 

22 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珏潔 

23 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韓宜均 

24 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楊阡阡 

25 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昀靜 

26 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許惠雯 

27 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陳慧絹 

28 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鄭鈺臻 

29 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黃昱華 

30 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陳昱名 

31 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系 丁庭右 

32 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觀光系 李闈祐 

33 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李靜怡 

34 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盧巧瑩 



35 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陳冠杰 

36 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周琬宜 

37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吳宜淋 

38 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劉怡萱 

39 東吳大學 中文系 盧冠竹 

40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賴采琳 

41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陳盈璇 

42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余孟芹 

43 淡江大學 數學系 鐘仁宏 

44 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李家媛 

45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聖哲 

46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林宜柔 

47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王郁琇 

48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廖冠華 

49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蕭淳勻 

50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黃薏靜 

51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休閒學系 郭家君 

52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郭育瑄 

53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 柯美琪 

54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游媄媜 

55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李咨萱 

56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江佩玲 

57 東海大學 中文系 張子宸 

58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 林芷伃 

59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柯文惠 

60 文藻外語大學 英文系 黃婕恩 

61 文藻外語大學 東南亞學系 陳亮吟 

62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蘇亭婷 

63 南臺科技大學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胡宸氵茲 

64 中興大學 農藝系 劉芷婷 

65 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施宗佑 

66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系 林子軒 

67 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王譽臻 

68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賴珮郁 

69 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鄧珮淳 

70 嘉義大學 幼兒體育學系 廖俊彥 

71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盧佳欣 



72 文藻外語大學 傳藝系 羅美蓁 

73 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胡筇瑀 

74 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張雅淳 

75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佳茹 

76 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程家鳳 

77 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黃琪俊 

78 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葉玟慧 

79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張芯瑀 

80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王淑雅 

81 臺北大學 法律系 林鉦維 

82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系 蔡昀燁 

83 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張思楡 

84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系 王宣雅 

85 成功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唐浩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