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屆【薪傳100 x 課輔100】獎助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 學系所 

1 林○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 鄭○尹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3 李○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4 林○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5 金○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6 張○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7 梁○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班 

8 許○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9 曾○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 黃○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11 謝○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碩士班 

12 何○豪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13 周○維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碩士班 

14 李○慈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15 周○傑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16 林○喜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17 許○妍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8 劉○宏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9 連○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陽明校區) 

牙醫學系 

20 葉○昀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21 鄭○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2 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3 凃○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24 陳○慧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 

25 周○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26 陳○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27 陳○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碩士班 

28 張○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29 郭○含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30 陳○琪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31 黃○婷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碩士班 

32 趙○醕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33 蔡○翰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34 譚○如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5 陳○蝶 世新大學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36 吳○如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37 林○陵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38 張○硯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39 劉○萱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40 吳○霖 國立中央大學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碩士班 

41 吳○宜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42 潘○婷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3 蔣○錫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44 吳○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45 陳○淳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46 高○鴻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47 潘○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48 黃○惠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9 邱○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50 饒○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1 朱○葦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52 楊○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53 徐○庭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54 陳○苓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55 高○禧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56 曾○雯 靜宜大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57 石○瑜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58 李○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59 黃○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60 楊○吉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61 曹○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62 廖○苹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63 鍾○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64 張○茹 環球科技大學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65 吳○鴻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66 羅○華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67 辛○蓉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68 林○緯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9 林○菁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70 賴○瑋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71 邱○程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72 鄧○宏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73 陳○絹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74 黃○勛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75 廖○彥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76 方○廷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77 周○宇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78 章○人 國立成功大學 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79 陳○宜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80 楊○綺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81 蔡○峰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82 羅○謙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83 王○茹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84 蘇○雯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碩士班 

85 宋○億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86 李○勳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87 羅○佑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88 陳○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89 陳○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0 黃○喻 文藻外語大學 西班牙語文系 

91 黃○嫈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92 蔡○庭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93 劉○妏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94 王○仰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95 黃○賓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96 陳○璇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97 謝○陽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98 侯○希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99 陳○歆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100 劉○妘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