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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KPMG暨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得獎名單 

2017【KPMG暨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之各校會計系所得獎同學共計 41

位，請參閱下列得獎名單： 

 大學部:   

編號 學校 姓名 年級 
 

編號 學校 姓名  年級 
 

1 中正大學 楊志珺 四 
 14 

政治大學 

李昱寰 三 

2 中原大學 彭郁芳 三 
 15 蘇芩 三 

3 中原大學 周明玥 四 
 16 陳如君 三 

4 中興大學 連鑫 三 
 17 淡江大學 郭庭余 四 

5 元智大學 陳琬晴 四 
 18 

逢甲大學 
楊詩軒 三 

6 台北大學 黃詩涵 四 
 19 林柄宏 三 

7 台北商業大學 廖翊晏 三 
 20 彰化師範大學

 

林庭君 三 

8 
台灣大學 

陳良軒 三 
 21 

輔仁大學 
羅書婷 三 

9 葉笠辰 四 
 22 蘇家祈 四 

10 
東吳大學 

魏銘甫 四 
 23 銘傳大學 金羽佳 三 

11 李怡萱 四 
 24 靜宜大學 梁庭瑜 三 

12 東海大學 謝汶樺 三 
 25 成功大學 陳婷文 三 

13 東華大學 邱瀚萱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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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編號 學校 姓名 年級 

1 中正大學 林宜盈 研二 

2 中原大學 黃振榤 研二 

3 中原大學 程頡 研二 

4 台北大學 李宜蓁 研二 

5 台北商業大學 方怡雯 研二 

6 
台灣大學 

鄭智中 研一 

7 蔡承宏 研一 

8 
東吳大學 

賴語彤 研一 

9 游肇賢 研二 

10 東海大學 張肇元 研二 

11 
政治大學 

丁翎育 研二 

12 徐筱淳 研二 

13 淡江大學 李銘哲 研一 

14 
彰化師範大學 

徐珮娟 研一 

15 程宥綾 研一 

16 輔仁大學 劉盈彣 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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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KPMG暨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 

KPMG自 2006 年起，設置「KPMG暨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期待以實質

方式回饋校園，至今已嘉惠共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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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庭語小姐。 

電話：02 81016666 分機 16737 

 

About KPMG Scholarship Award 
Starting 2006, KPMG in Taiwan has held scholarship programs in benefiting 462 
accounting-major students. We hope to utilize these scholarships to encourage truly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while alleviating financial concerns for students in ne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velyn Chang of Markets and Brand, KPMG in Taiwan. (Tel: 
+886 2 8101 6666 ext.16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