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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系所全名及年級 中文姓名 出國交換項目 審核結果

1 資訊管理學系 黃○銓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 資訊管理學系 莊○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 企業管理研究所 黃○婷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 金融學系 許○寧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5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陳○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巫○君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8 統計學系 陳○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9 資訊管理學系 陳○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孫○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吳○頻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2 資訊管理學系 劉○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3 企業管理研究所 范○芸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4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5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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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企業管理研究所 劉○瑩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7 財務管理學系 江○瑾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8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曾○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9 企業管理研究所 潘○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0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劉○翰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李○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2 會計系 蘇○琪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3 企業管理研究所 蕭○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4 企業管理研究所 馮○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5 財務管理學系 胡○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6 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瑄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所 陳○宇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8 國際經營暨貿易學系 游○宜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9 金融學系 莊○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0 統計學系 林○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1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汪○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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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統計學系 丁○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3 統計學系 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鄭○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5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榕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6 資訊管理學系 張○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7 資訊管理學系 陳○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8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施○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9 企業管理學系 杜○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洪○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1 企業管理研究所 李○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王○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023 spring 交換補助公告名單


審核表-OK

		2023年春季商學院學生赴國外進修計畫補助獎學金審核表

		項次		學號                   		系所全名及年級                        		中文姓名		出國交換項目		出國交換學校                  		審核結果		備註

		1		10720723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黃柏銓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IE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2		108305020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莊芯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北方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		108363093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三		黃鈺婷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布拉格經濟大學		□通過       □不通過

		4		107302025		金融學系四年級		許育寧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布拉格經濟大學		□通過       □不通過

		5		109364124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陳思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名古屋商科大學		□通過       □不通過

		6		10830106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林佑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西蒙菲莎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7		109308046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年級		巫品君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里昂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8		108304032		統計學系四年級		陳律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法語魯汶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9		10830603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陳亭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勃根第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0		10830100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孫語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勃根第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1		10830100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吳采頻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南特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低收／             成績:64%

		12		108306012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劉語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洛桑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3		110363078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范嘉芸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14		108364109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四		呂馨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15		10830106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陳品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16		110363098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一		劉千瑩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約克大學舒立克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7		108307018		財務管理學系四年級		江宜瑾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哥本哈根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8		10930108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三年級		曾鈺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茵斯布魯克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9		110363036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潘湘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0		109364116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劉誠翰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1		10930801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年級		李祐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2		107303053		會計系五年級		蘇郁琪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3		110363097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蕭憶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項次		學號                   		系所全名及年級                        		中文姓名		出國交換項目		出國交換學校                  		審核結果		備註

		24		11036309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馮偉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5		108307015		財務管理學系四年級		胡綵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6		11036307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張芷瑄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荷語魯汶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7		109358005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所碩三		陳冠宇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博科尼大學		□通過       □不通過

		28		109301088		國際經營暨貿易學系             三年級		游祖宜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凱瑪高等商業學院		□通過       □不通過

		29		108302034		金融學系四年級		莊羽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凱瑪高等商業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0		109304045		統計系三年級		林岳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		□通過       □不通過		身心障礙子女／成績:55%

		31		109364102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汪佳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華沙經濟大學		□通過       □不通過

		32		107304028		統計學系四年級		丁愷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奧圖商管學院		□通過       □不通過		馬來西亞僑生／僑生清寒獎

		33		109304015		統計系三年級		王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新加坡國立大學		□通過       □不通過

		34		107202018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鄭人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業薩得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5		10730801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四年級		林柔榕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聖加崙大學		□通過       □不通過

		36		110356005		資訊管理學系碩二		張少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7		10830608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陳婕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雷恩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8		109364107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施又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漢堡大學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39		107305092		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杜姵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維也納經濟大學		□通過       □不通過

		40		108301089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洪淳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羅浮堡大學		□通過       □不通過

		41		10936311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學位學程碩三		李雯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蘇威布魯塞爾                  經濟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42		10830101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王楚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蘭卡斯特大學		□通過       □不通過

		43		110933014		國際經營管理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IMBA碩二		唐藝萍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哥本哈根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11-1已領取過本項獎學金

		44		110352037		金融所碩二		葉綠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洛桑高等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110-2:87.17／成績:83.67

		45		110363045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楊承翰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早稻田大學		□通過       □不通過		成績:84.59

		46		108302019		金融學系四年級		楊文沁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伊拉斯姆斯大學                  鹿特丹管理學院		□通過       □不通過		成績:76%

		47		108303096		會計學系四年級		吳文琪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卡加利大學		□通過       □不通過		成績:52%

										評審委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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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表-會計室附件

		2023年春季商學院學生赴國外進修計畫補助獎學金通過名單

		項次		學號                   		系所全名及年級                        		中文姓名		出國交換項目		出國交換學校                  		審核結果		補助金額

		1		10720723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黃柏銓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IE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2		108305020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莊芯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北方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		108363093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三		黃鈺婷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布拉格經濟大學		通過		壹萬元

		4		107302025		金融學系四年級		許育寧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布拉格經濟大學		通過		壹萬元

		5		109364124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陳思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名古屋商科大學		通過		壹萬元

		6		10830106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林佑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西蒙菲莎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7		109308046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年級		巫品君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里昂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8		108304032		統計學系四年級		陳律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法語魯汶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9		10830603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陳亭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勃根第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0		10830100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孫語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勃根第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1		10830100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吳采頻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南特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2		108306012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劉語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洛桑高等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3		110363078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范嘉芸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14		108364109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四		呂馨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15		10830106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陳品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科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16		110363098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一		劉千瑩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約克大學舒立克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7		108307018		財務管理學系四年級		江宜瑾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哥本哈根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8		10930108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三年級		曾鈺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茵斯布魯克大學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19		110363036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潘湘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0		109364116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劉誠翰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1		10930801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年級		李祐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2		107303053		會計系五年級		蘇郁琪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馬茲垂克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3		110363097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蕭憶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4		11036309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馮偉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5		108307015		財務管理學系四年級		胡綵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曼漢姆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6		11036307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碩二		張芷瑄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荷語魯汶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7		109358005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所碩三		陳冠宇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博科尼大學		通過		壹萬元

		28		109301088		國際經營暨貿易學系             三年級		游祖宜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凱瑪高等商業學院		通過		壹萬元

		29		108302034		金融學系四年級		莊羽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凱瑪高等商業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0		109304045		統計系三年級		林岳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1		109364102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汪佳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華沙經濟大學		通過		壹萬元

		32		107304028		統計學系四年級		丁愷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奧圖商管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3		109304015		統計系三年級		王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新加坡國立大學		通過		壹萬元

		34		107202018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鄭人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業薩得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5		10730801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四年級		林柔榕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聖加崙大學		通過		壹萬元

		36		110356005		資訊管理學系碩二		張少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7		108306085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		陳婕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雷恩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8		109364107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三		施又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漢堡大學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39		107305092		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杜姵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維也納經濟大學		通過		壹萬元

		40		108301089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洪淳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羅浮堡大學		通過		壹萬元

		41		109363113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學位學程碩三		李雯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蘇威布魯塞爾                  經濟管理學院		通過		壹萬元

		42		10830101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四年級		王楚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蘭卡斯特大學		通過		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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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spring 交換補助公告名單

		2023年春季商學院學生赴國外進修計畫補助獎學金通過名單

		項次		系所全名及年級                        		中文姓名		出國交換項目		審核結果

		1		資訊管理學系		黃○銓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		資訊管理學系		莊○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		企業管理研究所		黃○婷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		金融學系		許○寧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5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陳○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巫○君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8		統計學系		陳○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9		資訊管理學系		陳○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孫○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吳○頻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2		資訊管理學系		劉○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3		企業管理研究所		范○芸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4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呂○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5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6		企業管理研究所		劉○瑩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7		財務管理學系		江○瑾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8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曾○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19		企業管理研究所		潘○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0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劉○翰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李○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2		會計系		蘇○琪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3		企業管理研究所		蕭○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4		企業管理研究所		馮○益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5		財務管理學系		胡○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6		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瑄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所		陳○宇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8		國際經營暨貿易學系             		游○宜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29		金融學系		莊○晴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0		統計學系		林○霆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1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汪○蓉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2		統計學系		丁○欣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3		統計學系		王○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鄭○傑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5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榕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6		資訊管理學系		張○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7		資訊管理學系		陳○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8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施○丹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39		企業管理學系		杜○頤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洪○裔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1		企業管理研究所		李○祺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4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王○涵		本院推薦—2023 春季商院       交換計畫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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