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2學期東吳大學戴氏基金會「東吳大學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獎助學金

獲獎公告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1 05115239 黃○婷 社會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2 06117033 江○瑄 音樂學系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3 05121326 高○ 英文學系 英國 布里斯托大學

4 05121249 黃○怡 英文學系 匈牙利 巴斯瑪尼彼得天主教大學

5 04121322 邱○婷 英文學系 荷蘭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6 06321009 劉○欣 英文學系 澳洲 西雪梨大學

7 05622102 許○馨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同志社大學

8 06122140 王○瑜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龍谷大學

9 06122322 陳○錚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同志社女子大學

10 06122220 曾○宏 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11 05111128 蕭○云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宮崎大學

12 05622118 唐○謙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龍谷大學

13 04122206 陳○崟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筑波大學

14 05622262 陳○辰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愛知大學

15 06122303 林○蓁 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16 05122231 林○勳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關西學院大學

17 05122127 林○辛 日本語文學系 韓國 釜山外國語大學

18 04122302 陳○安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西南學院大學

19 05122109 黃○琪 日本語文學系 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20 05111328 張○藍 日本語文學系 韓國 西江大學

21 06622139 吳○文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明治學院大學

22 05123047 廖○臻 德國文化學系 日本 中央大學

23 05123056 黃○軒 德國文化學系 韓國 中央大學

24 06323001 林○廷 德國文化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25 06135901 孫○倩 心理學系 澳洲 紐卡斯爾大學

26 05135051 高○硯 心理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27 06370002 郭○柔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中國 上海大學

28 06151134 陳○君 經濟學系 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

29 04151329 劉○佳 經濟學系 日本 大東文化大學

30 05151122 張○茹 經濟學系 中國 四川大學

31 06153501 何○涵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32 05153433 廖○綺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33 05153342 趙○廷 企業管理學系 荷蘭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赴外國別及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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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赴外國別及校名

34 06253428 姚○正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上海大學

35 05153320 周○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36 05153235 黃○珊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37 06153117 李○騰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清華大學

38 05153335 吳○宇 企業管理學系 韓國 首爾市立大學

39 06153106 林○馨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40 05153248 施○綺 企業管理學系 法國 里爾天主教大學IESEG管理學院

41 05153207 林○珊 企業管理學系 法國 里爾天主教大學IESEG管理學院

42 05153454 洪○慈 企業管理學系 丹麥 哥本哈根商學院

43 05153145 陳○萱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44 05153404 張○婷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45 05153250 許○雯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蘇州大學

46 07353004 鍾○融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47 06353030 王○云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48 07353047 翁○雍 企業管理學系 日本 東北大學

49 06353013 許○文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

50 06353016 黃○軒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上海大學

51 07353044 陳○妤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雷鳥管理學院

52 07353046 李○倩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雷鳥管理學院

53 05154249 陳○潔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法國 勃根地商學院

54 06154501 王○悅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中國 中山大學

55 07354005 蔡○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日本 東北大學

56 06354017 林○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日本 東海學院大學

57 06354007 朱○儀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58 06354019 黃○婷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中國 中山大學

59 05155230 李○慧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中國 上海財經大學

製表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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