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平安獎學金(大專組)錄取名單 

編號 學校 科系 姓名 

1 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王士睿 

2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心理諮商系 林羽慈 

3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康晏綾 

4 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張文瑜 

5 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系 郭家菁 

6 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張駿彬 

7 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倪芷盈 

8 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李秉逸 

9 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賴智禹 

10 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陳慧絹 

11 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許雅雯 

12 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詹佳宜 

13 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系 高韡哲 

14 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黃豐裕 

15 高雄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李煥杰 

16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林威綸 

17 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陳薇萱 

18 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冠霖 

19 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趙德臻 

20 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鄭丞孜 

21 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古翔崴 

22 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陳冠維 

23 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威宏 

24 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凃宗佑 

25 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謝政廷 

26 中正大學 數學系 陳柏政 

27 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系 戴汶芳 

28 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莊羽晴 

29 政治大學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 吳家丞 

30 臺灣大學 醫學系 黃靖恩 

31 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謝閔如 

32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映君 

33 中興大學 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 林冠希 

34 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系 周宏宇 

35 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莊琇程 



36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 黃詩豪 

37 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陳重光 

38 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系 蘇奕維 

39 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鄭哲憲 

40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晃霆 

41 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李佳育 

42 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楊迤卉 

43 東華大學 法律學系 王少風 

44 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陳靖雅 

45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梁詠朝 

46 高雄醫學大學 學士後醫學系 王品淇 

47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陳采妍 

48 東吳大學 化學系 黃靖芸 

49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王妏渝 

50 淡江大學 數學系 鐘仁宏 

51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賴郁存 

52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賴佳釩 

53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余孟芹 

54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洪郁雯 

55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王柔寒 

56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林幼淨 

57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黃薏靜 

58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林佩芸 

59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林宜柔 

60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邱湞琳 

61 靜宜大學 會計系 廖珮妤 

62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江佩玲 

63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劉子瑜 

64 東海大學 經濟系 黃香云 

65 東海大學 經濟系 蕭婉伶 

66 亞洲大學 視光學系 吳昱瑩 

67 亞洲大學 幼教系 洪美美 

68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芷安 

69 南臺科技大學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洪珮雯 

70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王子維 

71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琦羚 

72 文藻外語大學 英國語文科 林宗哲 



73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王家修 

74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顏郁蓁 

75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詹宜璠 

76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吳民權 

77 弘光科技大學 語言暨聽力治療學系 吳雅卉 

78 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李靜怡 

79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廖昱晴 

80 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吳宣瑜 

8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張馥齡 

82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姚伯樽 

83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黃建文 

84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心瑜 

85 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陳思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