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年度東吳大學戴氏基金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獎助學金獲獎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系 赴境外研修學校

1 09111235 李○晴 中文系 日本中央大學

2 07112007 李○ 歷史系 捷克奧斯特拉瓦大學

3 08113003 吳○珊 哲學系 澳洲臥龍崗大學

4 07114151 林○君 政治系 德國康士坦茲應用科學大學

5 09114103 張○宜 政治系 復旦大學

6 09114136 張○哲 政治系 中國人民大學

7 09115102 葉○伃 社會系 韓國建國大學

8 08115240 練○容 社會系 捷克奧斯特拉瓦大學

9 08115238 方○ 社會系 德國明斯特大學

10 07115142 李○容 社會系 捷克奧斯特拉瓦大學

11 07115283 謝○庭 社會系 捷克帕杜比采大學

12 08115234 楊○瑀 社會系 德國科布倫茨應用科學大學

13 08115241 鄭○凱 社會系 日本櫻美林大學

14 07116204 李○涵 社工系 德國康士坦茨應用科學大學

15 08116118 周○蓁 社工系 韓國中央大學

16 08121284 王○瑋 英文系 荷蘭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17 08321006 于○柔 英文系 澳洲西雪梨大學

18 08121320 李○容 英文系 德國明斯特大學

19 10321003 吳○姍 英文系 澳洲西雪梨大學

20 07121184 劉○彤 英文系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21 08121343 陳○淇 英文系 南京大學

22 07121318 陳○庭 英文系 法國巴黎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23 07121322 李○軒 英文系 韓國首爾市立大學

24 08121245 蕭○玟 英文系 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政治學院

25 08121310 李○新 英文系 南京大學

26 07121302 王○雅 英文系 韓國建國大學

27 08122154 王○婷 日文系 日本同志社大學

28 09122136 黃○哲 日文系 日本筑波大學

29 08122239 林○愉 日文系 日本學習院大學

30 08122141 吳○翰 日文系 日本筑波大學

31 08122205 黃○伶 日文系 日本同志社大學

32 07622215 李○軒 日文系 日本獨協大學

33 09122348 卓○丞 日文系 日本上智大學

34 07122106 馮○禧 日文系 日本中央大學

35 08122259 陳○蒨 日文系 日本筑波大學

36 07113008 錢○瑩 日文系 日本琉球大學

37 08122310 朱○瑄 日文系 日本千葉商科大學

38 08122334 曾○琦 日文系 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

39 08122222 余○軒 日文系 日本武藏野大學

40 08122201 郭○軒 日文系 日本琉球大學

41 08122136 陳○宇 日文系 日本櫻美林大學

42 08123030 蔡○媛 德文系 德國明斯特大學

43 10123027 劉○嬫 德文系 德國明斯特大學

44 09170213 范○卉 巨資學程(資科系) 德國科布倫茨應用科學大學

45 09170124 陳○惠 巨資學程(資科系) 上海財經大學

46 08170286 楊○思 巨資學程(資科系) 南開大學

47 08341335 葉○瑜 法律系 日本同志社大學

48 09341342 劉○汶 法律系 日本同志社大學

49 07141801 林○慧 法律系 山東大學

50 08141442 蔡○育 法律系 日本新潟大學

51 07141415 楊○潾 法律系 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

52 08141120 廖○婷 法律系 日本龍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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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8151216 張○寧 經濟系 北京清華大學

54 09151219 謝○寧 經濟系 澳洲臥龍崗大學

55 08151106 周○羽 經濟系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56 07151344 羅○容 經濟系 澳洲臥龍崗大學

57 08151344 周○陞 經濟系 復旦大學

58 10352001 鄭○平 會計系 廈門大學

59 08152236 陳○青 會計系 南京大學

60 08152437 陳○彤 會計系 日本同志社女子大學

61 08152210 柯○怡 會計系 日本東北大學

62 09153341 吳○凡 企管系 復旦大學

63 08153329 呂○樺 企管系 韓國中央大學

64 08153601 余○菲 企管系 法國IESEG管理學院

65 07153186 黃○瑄 企管系 荷蘭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66 08153140 葉○蓉 企管系 日本埼玉大學

67 08153115 曾○婷 企管系 比利時阿薩維德大學

68 09353013 彭○舜 企管系 法國波爾多大學

69 10353042 許○婕 企管系 法國IESEG管理學院

70 10353043 蘇○文 企管系 法國里爾大學

71 08153311 莊○甄 企管系 韓國漢陽大學

72 08153132 張○昀 企管系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73 09353045 林○萱 企管系 法國IESEG管理學院

74 08153346 鄭○ 企管系 荷蘭蒂爾堡大學

75 07153102 卓○琪 企管系 法國勃根地商學院

76 08153424 范○華 企管系 法國圖盧茲商學院

77 08153501 劉○天 企管系 法國天主教里爾大學

78 08153318 王○茜 企管系 南京大學

79 07153104 黃○琳 企管系 法國勃根地商學院

80 08153237 蕭○筑 企管系 荷蘭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81 09153310 花○佳 企管系 上海財經大學

82 08154238 李○恩 國貿系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83 08154131 魏○晟 國貿系 比利時阿薩維德大學

84 09154206 張○珊 國貿系 德國明斯特大學

85 08154127 周○瑩 國貿系 德國康士坦茨應用科學大學

86 07154220 陳○孜 國貿系 法國波爾多大學

87 09154132 高○鈞 國貿系 日本新潟大學

88 09155250 林○瑩 財精系 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89 07155222 郭○葶 財精系 荷蘭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90 10353045 郭○睿 國際商管學程 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91 10353049 李○均 國際商管學程 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92 10353044 葉○廷 國際商管學程 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93 09353048 廖○霖 國際商管學程 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製表人：國際事務中心余孟儒

111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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