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獎學金(大專組) 
廖尉瑞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黃冠綾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林佳穎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謝秉翰 國立臺灣大學 

萬宜伶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黃莞珊 國立臺北護理大學 

王晏臻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張祐蓁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趙芳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王庭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彭盈汝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 

廖浚硯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詹郁萱 國立政治大學 

林郁旋 國立臺北醫學大學 

林庭誼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丘涓佑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丘孟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林宛俞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哲偉 私立銘傳大學 

賴柏翰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王熙玟 私立實踐大學(高雄) 

林易潔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采郁 國立政治大學 

陳冠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奕霆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顏雅亭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游惠淇 國立臺北醫學大學 

徐依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余雅禾 私立世新大學 

林庭羽 國立中興大學 

高弘宇 私立東海大學 

卓伶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廖俐瑜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王怡婷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王楚妤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亭云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曾鼎翰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劉芷好 國立中興大學 

羅偉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峻榮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黃建豪 私立逢甲大學 

林宜璇 國立中山大學 

吳昕哲 國立中山大學 

李紹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詹明軒 國立臺灣大學 

吳俊毅 私立臺北城市科大 

劉藴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姜忠玫 國立國防醫學院 

鄭筠璇 私立長庚大學 

戴毓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徐世馨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徐珮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葉育瑄 國立政治大學 

簡君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趙千儀 國立嘉義大學 

賴宥菲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郭昱廷 國立臺灣大學 

廖柔黌 私立逢甲大學 

趙俊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周佳儀 私立高雄醫藥大學 

吳臻昀 私立逢甲大學 

江家瑋 國立成功大學 

陳柏臻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李宗翰 國立臺北大學 

何崧瑋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建廷 國立中正大學 

黃國峰 國立成功大學 

莊育臻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莊瑜嫺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詹于萱 國立交通大學 

吳昀珊 國立臺北大學 

呂祐慈 私立中原大學 

劉育慈 私立靜宜大學 

凌 立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陳宥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藝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冠允 私立明道大學 

洪敍瑜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梁祐禎 國立臺灣大學 

陳元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李孟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蕭聖薰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何昕蓓 國立交通大學 

廖偉喆 國立中興大學 

方姿晴 國立清華大學 

蔣欣芳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劉穎靜 國立交通大學 

陳逸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彭彥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彭敏嘉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何庭瑩 私立靜宜大學 

張芷瑄 私立亞洲大學 

游承翰 國立清華大學 

汪郁馨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吳怡珣 國立中興大學 

陳奕辰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邱洛緯 國立成功大學 

蔡依穎 國立政治大學 

賴政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邱翊閔 私立靜宜大學 

程于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許劭翎 私立亞洲大學  



呂宜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張婉娸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仕霖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楊閎名 國立中正大學 

游芷榕 私立實踐大學 

黃維昇 私立亞洲大學 

賴盈妤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陳 靜 私立東吳大學 

尹心禾 國立中正大學 

廖泓全 國立清華大學 

謝楚顏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何思妘 國立政治大學 

熊昱安 國立臺灣大學 

鄭彩均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陳昶文 國立臺灣大學 

賴俞芊 臺北市立大學 

曾啟洋 國立臺灣大學 

施育禎 國立臺灣大學 

陳晏慈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黃仲瑩 國立中興大學 

陳信傑 私立長庚大學 

廖婉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廖沛瀠 私立東海大學 

陳明昊 國立中央大學 

陳玉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王榆綺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陳斾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戴伍吟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戴伍含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戴伍言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劉德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劉燕蓉 國立輔仁大學 

林文鳳 國立中山大學 

陳鐸文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林誌楷 國立臺灣大學  

郭虹里 私立亞洲大學 

顧之雯 國立成功大學 

陳佳靖 私立亞洲大學 

洪鐿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林廷豫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周昀頡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俞萱 國立臺北大學 

王雍凱 國立交通大學 

楊旻芳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俞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蘇羽玟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陳韻如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廖晨茵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范雯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凱俐 國立中興大學 

蔡文喬 國立臺灣大學 

陳冠穎 國立中正大學 

羅子晴 私立南臺科技大學 

黃屴穎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黃子芸 國立清華大學 

黃詩涵 國立臺南教育大學 

楊鈞凱 國立清華大學 

蔡中綸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何品萱 國立臺東大學 

馮心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江宜庭 私立東海大學 

李虹賢 國立高雄大學 

邵勸如 國立政治大學 

張湘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黃璿恩 國立成功大學 

丁鈺家 國立成功大學 

徐晏勳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林健揚 私立東海大學 

董玟廷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孫若綺 私立臺南應用科大  

江宜庭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徐稚瑄 私立南華大學 

張蓉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維真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陳玟瑾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謝佳娟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筱涵 私立靜宜大學 

趙宇翔 私立元智大學 

黃玉旻 國立陽明大學 

黃綵蕙 國立臺東大學 

黃茹椿 私立長庚大學 

莊景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莊松霖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廖翊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黃盈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何虹慧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張丙宗 私立逢甲大學 

林柳含 私立中國醫學大學 

蔡宗翰 私立長庚大學 

歐懷恩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曾霈娟 國立屏東大學 

洪羽宣 私立中國醫學大學 

黃意晴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潘念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章詠鈞 私立中國醫學大學 

盧宛輿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蔡承翰 國立臺灣大學 

葉巧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翁唯真 國立中正大學 

林晊德 私立逢甲大學 

林治豪 私立逢甲大學 

洪廷宜 私立長庚大學 

劉旆辰 私立義守大學 

黃美臻 私立靜宜大學 

郭承睿 國立嘉義大學  



劉曉珍 國立陽明大學 

林永富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林彥寬 私立逢甲大學 

劉洧瑄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俞安 國立政治大學 

鄭仁慈 國立清華大學 

何佳阡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謝冠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謝佩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張馨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黃浩洋 私立東海大學 

陳芊聿 私立義守大學 

江忠育 國立政治大學 

沈士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張靖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廖旭晨 國立成功大學 

林原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吳珞禎 私立臺南應用科大 

何佳臻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蔡文凱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蔡昌廷 國立臺灣大學 

林宜萱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施彥仲 國立臺東大學 

賴書鈺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張育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江岷錡 國立清華大學 

許菲庭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賴鈺玟 國立清華大學 

張育碩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楊子澈 國立成功大學 

楊子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泰瀚 國立國防醫學院 

林亭歡 國立清華大學 

林渼莛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奕愷 國立陽明大學  

黃衣喬 國立臺灣大學 

黃美珊 國立嘉義大學 

陳建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江昕蓓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李庭逸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黃弘霖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洪裕昇 國立嘉義大學 

文譯瑱 國立清華大學 

許惠晴 私立大葉大學 

陳彥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張峻銓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張貽茹 臺北市立大學 

陳慧嵐 私立靜宜大學 

周佩萱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吳沛珉 國立政治大學 

廖俐瑄 私立亞洲大學 

王佑鈞 私立靜宜大學 

陳雅郁 國立臺灣大學 

張廖祐祺 國立清華大學 

陳柏安 國立政治大學 

王昱晴 私立淡江大學 

王昱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彭于倩 國立政治大學 

彭于軒 私立逢甲大學 

王佩洵 私立銘傳大學 

廖仲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陳誼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詩濰 私立輔仁大學 

賴明翊 私立陽明大學 

傅冠智 私立大葉大學 

柯佩妤 私立亞洲大學 

蔡昀達 國立中央大學 

簡文敏 私立淡江大學 

陳名琪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吳雨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梁亦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筠倫 私立靜宜大學 

廖研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施佳妤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黃宇禎 私立逢甲大學 

蔡姿儀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林卓潁 國立屏東大學 

高瑀婕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洪瑋均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廖心慈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邱子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廖子萱 國立清華大學 

江郁亭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毓婷 國立臺灣大學 

王少群 國立臺灣大學 

廖紹竹 國立臺東專科(五專) 

詹沂瑾 國立中正大學 

黃宇珈 私立靜宜大學 

巫季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育傾 國立臺南大學 

柯詠琳 私立銘傳大學 

謝孟宏 私立逢甲大學 

黃紹瑜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薇臻 國立臺灣大學 

張馨云 私立輔仁大學 

江祐萱 私立亞洲大學 

劉玟妗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張志鴻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張廖喻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董芳妤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游舒涵 私立亞洲大學 

黃傳修 國立中興大學 

李雨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黃于宸 國立臺灣大學 

陳彥珈 私立東海大學  



謝惠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千郁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智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冠伶 私立逢甲大學 

丁子惠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林軒銘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何姵萱 私立亞洲大學 

林暄真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王慕庭 國立成功大學 

許琇媛 國立成功大學 

蔡昕樺 國立臺灣大學 

張友慈 私立逢甲大學 

鄭文瑋 國立交通大學 

呂柏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徐薪淳 國立臺灣大學 

林咨吟 國立政治大學 

胡梓賢 國立臺灣大學 

邱竑軒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怡儒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胡伃茜 私立靜宜大學 

周昕妤 私立南臺科技大學 

王如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楊明裕 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熊玟淇 國立嘉義大學 

王伊汝 國立中正大學 

鄭維欣 私立實踐大學 

蔡雅晴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廖苡瑄 國立中正大學 

李怡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張玉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黃毓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苡慈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廖翊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粘哲瑋 國立中正大學 

羅翊慈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品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歆喬 國立政治大學 

楊婷光 國立政治大學 

林芃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李采諭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洪督員 國立清華大學 

洪翊祥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廖林怡潔 國立臺灣大學 

何丞竣 國立臺北大學 

吳婕韻 國立臺北大學 

廖卜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李語婕 國立政治大學 

陳宗琪 國立成功大學 

林祐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曉慧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廖瑋倫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賴俊宇 國立臺灣大學 

余  鎧 國立成功大學 

許嘉雯 私立亞洲大學 

周柔棻 國立清華大學 

王馨慧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湯智詠 國立成功大學 

吳宜芳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蔡秉翰 國立政治大學 

蔡岳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陳維凌 國立屏東大學 

許文嘉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許哲元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昱亘 私立實踐大學 

莊靖羚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廖建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聖博 國立清華大學 

盧繹安 國立臺灣大學 

江品翰 國立交通大學 

楊采翰 私立逢甲大學  

朱哲均 國立成功大學 

柯力銓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馬婉瑄 國立臺北大學 

林佩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王靖雅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程靖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張雁婷 私立逢甲大學 

徐  境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程彥哲 國立中興大學 

梁博雅 國立中興大學 

楊怡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裕菖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佑丞 私立世新大學 

陳  羚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林映辰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劉芊 國立臺灣大學 

蔡昀倢  私立中華大學 

江玟璇 私立亞洲大學 

彭品蓁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彭宣儒 國立交通大學 

王妃暄 國立嘉義大學 

廖敏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黃  博 國立交通大學 

趙  容 國立臺灣大學 

林庭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孫子貽 國立臺灣大學 

黃婉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潘袁婕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陳嘉妤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周裕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黃慧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許俊佑 私立靜宜大學 

陳湘婷  私立東海大學 

林照傑 國立臺灣大學 

周宜芳 私立靜宜大學  



林筱珊 國立臺南大學 

蕭育婷 國立聯合大學 

蕭詠隆 國立臺灣大學 

賴政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廖千淳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曾昱綺 國立成功大學 

林伊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耕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蕭喻心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蕭喻中 國立臺灣大學 

蕭語彤 國立中興大學 

王欣瑜 私立文化大學 

邱厚允 私立世新大學 

吳雨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新祐 國立中正大學 

張孟潔 國立中央大學 

曾珮溶 國立中正大學 

戴瑞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郡倫 私立仁德醫專(五專) 

許馨文 私立長榮大學 

黃晨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洪汝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詠勳 國立中央大學 

張袖峰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佳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冠妤 私立大葉大學 

張維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廖子晴 國立臺灣大學 

黃于珊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劉怡辰 私立大葉大學 

廖名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李雯瑾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王鈺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李佳怡 私立實踐大學 

魏佳琳 私立亞洲大學 

林子翔 國立臺南大學  

呂俊成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子玲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王婕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至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弘祥 私立逢甲大學 

林靖偉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詠婷 私立逢甲大學 

林廷翰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劉珈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石昀艷 國立臺灣大學 

黃鼎皓 國立中正大學 

林雨蒨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徐小淳 私立東海大學 

徐小嵐 國立中央大學 

楊子瑤 私立逢甲大學 

鄭雅蓉 國立嘉義大學 

劉哲銘 國立政治大學 

張晶晶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張芳瑛 國立臺灣大學 

王靖喬 國立政治大學 

蔡品婷 私立實踐大學 

林宗麟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林成哲 私立東吳大學 

林瑜萱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劉子瑤 國立陽明大學 

江佩柔 私立靜宜大學 

趙德靜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陳楷耘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敬綱 國立臺灣大學 

林宜珊 國立清華大學 

林心慧 國立成功大學 

林上暄 私立亞洲大學 

林上愉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房沁儀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盧羽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宥甄 國立東華大學  

吳佳勳 私立靜宜大學 

劉姿含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吳曼瑄 國立中正大學 

林  謙 國立臺灣大學 

黃建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李湘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張凱翔 國立臺中科大(五專) 

張雅貴 國立清華大學 

莊穎融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朱宏洋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蔡昀儒 國立中興大學 

廖柏安 國立清華大學 

吳孟錡 私立銘傳大學 

楊嵎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冠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淀惟 國立中央大學 

顏逢晉 私立世新大學 

顏佑儒 私立大葉大學 

黃菀瑜 國立輔仁大學 

陳昱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張孟昀 私立東吳大學 

陳亭安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陳亭佑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晏靖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劉定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鄭佩怡 私立亞洲大學 

蔡佳霖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王俞晴 國立高雄大學 

劉育熏 私立逢甲大學 

張瑞尹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江珮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廖竟妏 國立中興大學 

童筠家 國立高雄大學 

陳淅昀 國立金門大學 

劉坤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