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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2021-2022其他國家與地區交換甄選

1 B074011030 許O澤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澳洲 澳洲國立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 B074030012 鄭O云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澳洲 澳洲國立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 B074020010 林O璇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加拿大 渥太華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 B085090027 黃O妡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科學系 大學 二 加拿大 維多利亞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5 B074020006 胡O思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大學 三 美國 天普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6 B064020038 袁O昊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大學 四 美國 波特蘭州立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7 M084030040 李O緯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碩士 二 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8 B084011029 龐O軒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二 韓國 中央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9 B064011030 林O成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韓國 仁荷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10 B071020020 郭O霙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三 韓國 成均館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1 B074012005 陳O歆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韓國 成均館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 B061060015 王O荏 文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大學 四 韓國 首爾國立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13 B061010027 陳O蓁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大學 四 韓國 釜慶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14 B075090009 陳O嶧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科學系 大學 三 韓國 釜慶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5 B085020007 陳O瑩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大學 二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16 B063021027 張O夫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大學 四 比利時 列日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17 B073040006 林O均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大學 三 比利時 列日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8 B065040017 施O舜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大學 三 比利時 列日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9 B065040047 簡O潔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大學 三 比利時 根特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20 B061020002 胡O羽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四 比利時 根特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21 M083010027 江O霖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碩士 二 比利時 根特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2 B071020045 譚O彣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三 西班牙 科爾多瓦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23 M094112007 黃O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一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4 B061020001 劉O平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四 法國 里昂政治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25 B071020048 張O玫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三 法國 里昂政治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6 M094610011 郭O妤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挪威 挪威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7 M085040011 黃O凱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碩士 二 挪威 挪威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8 B074030018 王O雯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挪威 挪威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29 B074012053 陳O捷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挪威 挪威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0 B076060014 吳O丞 社會科學院 政治經濟學系 大學 三 挪威 挪威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1 M084111051 賴O宜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捷克 捷克科技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2 M084210006 廖O慧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捷克 捷克科技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3 M094610067 朱O慈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荷蘭 烏特列支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4 B061060032 葉O萱 文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大學 四 荷蘭 烏特列茲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35 B076090016 徐O亞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大學 二 荷蘭 烏特列茲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36 M094050005 洪O翔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一 斯洛伐克 夸美紐斯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7 B076060029 洪O維 社會科學院 政治經濟學系 大學 三 斯洛伐克 夸美紐斯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8 M094050007 鄭O辰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一 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39 B072010024 洪O蓁 理學院 化學系 大學 三 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40 M092030011 鍾O捷 理學院 物理學系碩士班 碩士 一 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1 M086040029 蕭O融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2 B064011022 張O華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德國 巴登符騰堡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43 B064011051 謝O軒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德國 紐倫堡應用技術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4 B065020044 黃O軒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大學 四 德國 紐倫堡應用技術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8年學海飛颺

45 B061020009 温O崴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 四 德國 雷根斯堡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46 M084650010  O皓今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 二 韓國 KAIST 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7 M084650009 陳O晴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 二 韓國 KAIST 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48 B074030010 蔡O昱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加拿大 萊斯橋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49 B074030029 李O睿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加拿大 萊斯橋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0 B074012031 李O潔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加拿大 萊斯橋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1 B074030040 陳O均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比利時 列日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2 M094050015 吳O諺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一 法國 EDHEC 經濟商管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3 M094610016 薛O栩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EDHEC 經濟商管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4 M094610009 張O穎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KEDGE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55 B074011050 汪O如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法國 KEDGE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6 M084111056 楊O瑩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里昂管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7 M084111032 郭O磊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里昂高等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58 B074012016 魏O偵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法國 里昂管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59 M084111054 黃O筑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60 M084111038 鄭O恩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61 B064012029 張O瑛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法國 雷恩高等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62 B074011036 林O螢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法國 雷恩高等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63 M084111040 吳O樵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波蘭 波茲南科技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64 B074011017 黃O揚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芬蘭 漢肯經濟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65 B076090018 陳O家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荷蘭 阿姆斯特丹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66 B064012001 林O珊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荷蘭 阿姆斯特丹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67 B074011032 陳O蕙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二 荷蘭 阿姆斯特丹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68 B074011006 呂O軒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荷蘭 阿姆斯特丹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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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M094610030 高O紹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荷蘭 葛洛尼恩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70 M084111029 簡O堯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奧地利 林茲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1 B084011030 翁O柔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二 奧地利 林茲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2 M094650004 曾O凱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 一 義大利 LUISS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73 M084050011 吳O瑄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義大利 波查諾自由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4 M084210010 簡O珊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義大利 波查諾自由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75 M094050016 林O容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一 義大利 波查諾自由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76 M064610017 袁O修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德國 萊比錫管理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7 M084610010 巫O鳳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8 M084112029 張O毓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79 M094650010 林O含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 一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0 B074011026 葉O妤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1 B074030001 曾O銓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2 M094020019 洪O襄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碩士 一 德國 曼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3 M084050014 何O庭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德國 奧格斯堡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4 M084111013 鄭O君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德國 奧格斯堡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5 M084111058 許O辰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德國 奧格斯堡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6 M094050009 吳O鋒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一 德國 慕尼黑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7 M084111004 黃O淳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德國 慕尼黑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高教深耕

88 B074020043 楊O真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德國 慕尼黑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89 B074012011 傅O喬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三 德國 慕尼黑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國際處2021-2022日本交換甄選

90 M083010015 張O豪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碩士 二 日本 中央大學-科學與工程學院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高教深耕

91 M084040003 李O薪 管理學院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日本 法政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高教深耕

92 B064012027 魏O芳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日本 琉球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高教深耕

93 M084040001 楊O茜 管理學院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日本 琉球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10年高教深耕

94 M083020035 陳O勝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碩士 二 日本 琉球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8年學海飛颺

95 M094112033 林O揚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一 日本 廣島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96 B062030048 王O也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大學 四 日本 千葉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97 B064011029 詹O絜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 四 日本 法政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98 B066090017 洪O勝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大學 四 日本 山形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各院錄取之交換/雙聯學生

99 M083090004 蕭O彤 工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五年學碩生) 碩士 一 比利時 根特大學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8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0  M093100001 施O瑛 工學院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五年學碩

生)
碩士 一 德國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8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1  M093100008 黃O意 工學院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碩士 一 德國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期 110  $         6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2 B066060019 林O山 社會科學院 政治經濟學系 大學 四 日本 早稻田大學 交換計畫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3 M062050010 邱O盛 理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碩士 三 泰國 瑪希敦大學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4 M094650007 陳O筠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 一 英國 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雙聯學位 一學期 111  $         6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05 M084610009 賴O竹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6 M084111030 許O廉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7 M084111014 章O威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8 M084111021 蔡O宇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09 M094610023 溫O琳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0 M094610020 陳O真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1 M084610002 楊O涵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2 M094610002 賴O婷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3 M094610015 李O齊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4 M064610012 吳O秦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加拿大、

奧地利

維多利亞大學、林茲大

學
ACT全球商管學程 兩學期 110  $         9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5 M084610005 洪O純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法國 KEDGE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16 M084610012 蕭O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法國 KEDGE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7 M084610014 徐O瑋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二 法國 KEDGE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18 M094610005 黃O中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KEDGE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19 M094610001 許O蓁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KEDGE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0 M094610028 林O芳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KEDGE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21 M084050007 吳O宜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22 M094610021 吳O柔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09年學海飛颺

123 M094610025 黃O璇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4 M094610006 劉O庭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1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5 M094610008 蘇O源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一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6 M084111042 陳O絜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勃艮第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7 M084111066 吳O澔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勃艮第高等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8 M094650005 陳O廷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 一 法國 諾歐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29 M084111033 曹O瑜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法國 NEOMA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30 M094650003 何O伃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 一 法國 諾歐商學院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131 M084111067 陳O安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 二 韓國 韓國紐約州立大學 雙聯學位 一學年 110  $       120,000 110年學海飛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