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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KPMG暨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得獎名單 

2016【KPMG暨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之各校會計系所得獎同學共

計 39位，請參閱下列得獎名單： 

 大學部： 

編號 學校 姓名 年級 

1 中正大學 楊志珺 大三 

2 中原大學 許菀真 大三 

3 中興大學 徐士媛 大三 

4 元智大學 張筱玫 大三 

5 文化大學 林嘉琪 大三 

6 台北大學 周瑋晨 大三 

7 台北商業大學 藍日辰 大四 

8 
台灣大學 

葉笠辰 大三 

9 黃鈺軒 大四 

10 

東吳大學 

魏銘甫 大三 

11 廖怡雯 大三 

12 楊于萱 大四 

13 東海大學 黃相萍 大四 

14 東華大學 謝安宥 大三 

15 
政治大學 

楊于禛 大三 

16 洪瑄鎂 大四 

17 
淡江大學 

郭庭余 大三 

18 呂永庠 大四 

19 彰化師範大學 蔡靖姿 大四 

20 銘傳大學 吳心雨 大三 

21 靜宜大學 郝倩文 大三 

22 成功大學 許詠婷 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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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編號 學校 姓名 年級 

1 中正大學會研所 鄧雁凌 研二 

2 中原大學會研所 程    頡 研一 

3 
台北大學會研所 

林威廷 研二 

4 趙惠敏 研二 

5 台北商業大學會資所 曾稚評 研一 

6 

台灣大學會研所 

林雅萱 研一 

7 莊凱婷 研二 

8 林奕騰 研二 

9 東吳大學會研所 謝宜芬 研一 

10 東海大學會研所 林劭蓉 研一 

11 

政治大學會研所 

徐筱淳 研一 

12 林乃馨 研二 

13 丁翎育 研一 

14 淡江大學會研所 姜孟含 研一 

15 彰化師範大學會研所 黃偉倫 研二 

16 輔仁大學會研所 朱家嫺 研一 

17 逢甲大學會研所 林俊豪 研一 

 

有關【KPMG暨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 

KPMG自 2006年起，設置「KPMG暨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期以

實質方式回饋校園，至今已嘉惠共 421位優秀學子。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逕洽獎學

金頒獎典禮籌備小組承辦人員施軒婷小姐。電話：02-8101-6666分機 15076 

 

About  KPMG Scholarship Award 

In 2006, KPMG and the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began to provide scholarships to accounting students who are 
outstanding in their studies and/or have financial needs. We have nurtured 421 
successful scholars and helped low-incom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throughout the past 10 years. In 2016, there are 39 scholars at 19 universiti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KPMG Markets and Brand−Annie Shih (Tel: 02-
8101-6666 ext.15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