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銘傳大學結盟高中獎學金得獎名單 

 

序號 學系 姓名 獎學金 畢業高中 

1 國際企業學系 劉芝佑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2 企業管理學系 李依柔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3 國際企業學系 張茜怡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中壢高商 

4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鍾嫆蕙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5 法律學系 邱宜屏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6 法律學系 許永昇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7 廣播電視學系 林家靖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8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戴柔心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壽山高級中學 

9 應用日語學系 林佳嫻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10 廣播電視學系 蔡憶凡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1 法律學系 江苡銘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12 廣播電視學系 尤香雅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大溪高中 

13 商業設計學系 陳家嘉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14 商品設計學系 武郁平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15 商品設計學系 陳品謙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振聲高中                             

16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邱晴彥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崇光女中                             

17 財金法律學系 宋蕙君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18 應用日語學系 詹修愷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19 財金法律學系 陳鴻京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20 應用日語學系 劉家銘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21 觀光學院 周宇萱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22 會計學系 李湘萱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3 企業管理學系 何佳蓉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24 法律學系 張偉城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大同高中                             

25 廣告學系 洪于茹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26 法律學系 黃宗毅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27 商業設計學系 黃毓甯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28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王筱蓁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29 財務金融學系 陳彥君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30 商業設計學系 范顥臻 獎學金伍仟元 新竹縣國立竹北高中 

31 企業管理學系 陳冠甫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32 法律學系 吳浩翔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33 財務金融學系 鍾薾穎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34 財務金融學系 楊宗翰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35 觀光學院 林汶靜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36 商業設計學系 陳君豪 獎學金伍仟元 台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37 財務金融學系 何忠憲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38 商品設計學系 林謙容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39 財務金融學系 古庭榕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40 會計學系 許媁婷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41 財務金融學系 黃鉦翔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42 法律學系 蔡昀潔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43 財金法律學系 游嘉禾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44 法律學系 張耕瑜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45 財務金融學系 林詩芸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恆毅高中                             

46 財務金融學系 徐詮竤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47 應用日語學系 盧浚宸 獎學金伍仟元 桃園縣立平鎮高級中學                     

48 財務金融學系 陳玠瑋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49 廣播電視學系 江紋瑄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50 企業管理學系 盧泳宏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51 國際企業學系 李妍錚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達人女中                             

52 應用日語學系 傅如雅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光仁中學                             

53 國際企業學系 許哲豪 獎學金伍仟元 私立再興高中                             

54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林鈺薇 獎學金伍仟元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55 企業管理學系 吳遠廷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56 建築學系 黃奕祥 獎學金伍仟元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57 觀光學院 劉頤靜 獎學金伍仟元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58 新聞學系 林崇安 獎學金貳仟元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59 傳播管理學系 鄭巧欣 獎學金貳仟元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60 會計學系 鄧育如 獎學金貳仟元 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61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陳柏薇 獎學金貳仟元 桃園縣私立六和高級中學                   

62 應用英語學系 洪佳妤 獎學金貳仟元 國立金門高中                             

備註： 

1. 依結盟高中的新生入學人數比例及考入銘傳的排序(依考科數目或級分數在全國排序的 PR值)給予

獎學金，每名 5000~2000元。 

2. 甄選入學者，請依徵求甄選（申請入學）心得辦法，撰寫 500字心得，寄到 pr@mail.mcu.edu.tw，

我們將彙整到銘傳新鮮人痞客邦部落格（http://mcufresh.pixnet.net/blog）中刊載，分享給更

多的學弟妹。同時將您的事蹟記錄於「社團體驗護照」中，並登錄兩小時服務學習。 

3. 獎學金待學務處召開全校獎學金審查會後（約期中考），直接撥入學生帳戶。 

4. 若有相關問題，請電詢02-28809748招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