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一、一般公費留學101名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1101006 歐洲-法國

文史哲

中文/漢學

1091103009 歐洲-法國

文史哲

哲學/當代歐陸哲學

1091103010 歐洲-英國

文史哲

哲學/當代歐陸哲學

1091104001 日本-日本

文史哲

人類學/東南亞考古學

1091105001 美國-美國

文史哲

語言學/南島語言

1091106002 歐洲-荷蘭

政治(含區域研究)

東南亞/南亞區域研究/東南亞
政經發展與區域整合

1091108002 英國-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非洲區域研究/非洲政經發展
與區域整合

1091109001 美國-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織
理論

1091109003 歐洲-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織
理論

1091109002 歐洲-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織
理論

1091110001 美國-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公共行政與政策/數位與電子
治理

1091111007 英國-英國

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1091111014 英國-英國

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移民融入教育

1091112001 英國-英國

教育

資賦優異教育/資賦優異教育政策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1113004 英國-英國

教育

教育科技/運用AI

1091114001 美國-美國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

1091115004 美國-美國

藝術

音樂/樂器演奏

1091116008 美國-美國

藝術

戲劇/戲劇理論與實務(可攻讀
碩士）

1091117001 歐洲-英國

藝術

舞蹈/舞蹈表演（可攻讀碩士
領域）

1091118002 歐洲-英國

藝術

美術/美術史

1091119001 歐洲-英國

藝術

電影/電影產業研究（可攻讀
碩士）

1091120002 美國-美國

藝術

新媒體藝術/遊戲設計（可攻
讀碩士）

1091121002 美國-美國

藝術

藝術教育/各類藝術教育（美術教育、音
樂教育、舞蹈教育、戲劇教育）

1091122003 歐洲-英國

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文化/原住民族文化
資產保存

澳大利亞澳大利亞

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文化/南島語族文化研究

1091124001 歐洲-英國

文化資產

保存科學/文物科學檢測與鑑
識

1091122001

1091125001 歐洲-英國

文化資產

1091125009 歐洲-英國

文化資產

1091126001 北美-美國

體育與運動休閒

博物館行政與管理/文化資產（數位）典
藏、研究、詮釋、展示與交流、博物館
學
博物館行政與管理/文化資產（數位）典
藏、研究、詮釋、展示與交流、博物館
學

運動科學/運動訓練與指導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1127001 歐洲-德國

體育與運動休閒

運動產業/運動管理

1091127004 歐洲-英國

體育與運動休閒

運動產業/運動管理

1091129004 日本-日本

法律

民商法學/民商法學

1091130003 歐洲-德國

法律

刑事法學/刑事法學

1091130002 歐洲-德國

法律

刑事法學/刑事法學

1091131015 北美-美國

法律

公法學/公法學

1091131001 北美-美國

法律

公法學/公法學

1091131004 歐洲-德國

法律

公法學/公法學

1091132003 北美-美國

法律

國際法學/國際海洋法

1091134003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科技傳播與社群媒體/網路社
會

1091135004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傳播政策/傳播法規

加拿大-加
拿大

社會科學

傳播政策/傳播政策

1091136003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海洋政策/海洋生態與海洋資
管理與永續發展

1091137007 英國-英國

社會科學

高齡社會/健康促進

1091138002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性別研究/性別與政治

1091135006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1138004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性別研究/性別與經濟

1091139002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社會工作/物質濫用（酒藥
癮）

1091139001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社會工作/物質濫用（酒藥
癮）

1091140002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社會企業/社會企業

1091141004 英國-英國

社會科學

人口學/人口老化

1091142008 歐洲-英國

心理與認知

認知神經科學/社會神經科學

1091142009 歐洲-英國

心理與認知

認知神經科學/認知神經科學

1091142007 日本-日本

心理與認知

認知神經科學/教育神經科學

1091143006 美國-美國

心理與認知

社會文化與臨床心理學/社會
心理學

1091144003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行銷與流通管理

1091144002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行銷與流通管理

1091145003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能源經濟/循環經濟(包括環境經濟與政
策、生物醫療廢棄物再利用)

1091145002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能源經濟/永續發展

1091146002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會計/財務會計

1091148001 歐洲-荷蘭

管理與經濟

國際經濟學/國際金融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1148002 美國-美國

管理與經濟

國際經濟學/國際金融

澳大利亞澳大利亞

建築、規劃與設計

建築設計/永續建築設計（可
攻讀碩士）

1091149004 美國-美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建築設計/永續建築設計（可
攻讀碩士）

1091150003

加拿大-加
拿大

建築、規劃與設計

城鄉規劃與設計/永續城鄉規
劃與設計（可攻讀碩士）

1091151004

澳大利亞澳大利亞

建築、規劃與設計

工業設計/互動設計（可攻讀
碩士）

1091151016 美國-美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工業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
可攻讀碩士）

1091151002 美國-美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工業設計/產品設計（可攻讀
碩士）

1091152003 美國-美國

數理化

物理/天文物理學

1091152001 美國-美國

數理化

物理/天文物理學

1091153002 美國-美國

數理化

物理/量子計算與應用

1091154002 美國-美國

數理化

數學/數學

1091156001 歐洲-英國

數理化

化學/化學

1091157002 美國-美國

電資

資通訊技術與應用/平行運算

1091160002 歐洲-瑞士

電資

資通訊安全/資料安全

1091161001 美國-美國

電資

新興半導體/半導體材料

1091149014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防災科技

大型及特殊空間與場所防災避難規劃/地鐵、捷
運、醫院、長照機構、大型體育場館、博物館、
機場、高科技廠房等設施之避難應變

防災科技

大型及特殊空間與場所防災避難規劃/地鐵、捷
運、醫院、長照機構、大型體育場館、博物館、
機場、高科技廠房等設施之風險管理

1091173002 歐洲-荷蘭

防災科技

大型及特殊空間與場所防災避難規劃/地鐵、捷
運、醫院、長照機構、大型體育場館、博物館、
機場、高科技廠房等設施之營運持續規劃

1091174008 美國-美國

防災科技

防災與國土規劃/防災國土規
劃

1091174009 美國-美國

防災科技

防災與國土規劃/災害防救機
制與對策

1091175001 美國-美國

農林漁牧

動物疫苗學/疫苗研發

1091175002 美國-美國

農林漁牧

動物疫苗學/疫苗研發

1091178002 美國-美國

農林漁牧

新農業經濟/農業經濟

1091180005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及再生生物學/分子
細胞生物學

1091180009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及再生生物學/分子
細胞生物學

1091180001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及再生生物學/幹細
胞及再生生物學

1091182004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生物醫學/免疫工程與癌症基
因與疾病

1091182005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生物醫學/免疫工程與癌症基
因與疾病

1091183001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生態學/保育生態學

1091183003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生態學/保育生態學

1091173001 歐洲-英國
1091173003 日本-日本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1091184005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1091184002 歐洲-德國

生命科學

分子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分
子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

1091185001 美國-美國

海洋

海洋地球物理/海洋地球物理

1091185002 美國-美國

海洋

海洋地球物理/海洋地球物理

1091186001 美國-美國

海洋

海洋生物/海洋生物(環境)

澳大利亞澳大利亞

海洋

水下文化資產/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

1091189005 美國-美國

醫藥衛生

職業衛生護理/職業傷病

1091190001 日本-日本

醫藥衛生

食品衛生安全管理/食品安全
管理

1091191003 美國-美國

醫藥衛生

老人醫學/老人醫學與長期照
護

1091192002 歐洲-英國

醫藥衛生

公共衛生(含疫情管控)/跨區
域疾病防治

1091192004 歐洲-英國

醫藥衛生

公共衛生(含疫情管控)/醫學

1091192001 美國-美國

醫藥衛生

公共衛生(含疫情管控)/醫學

1091187001

學門／研究領域
分子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分
子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二、勵學優秀公費留學5名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4121001 美國-美國

藝術

藝術教育/藝術治療

1094129001 歐洲-德國

法律

1094134001 美國-美國

社會科學

1094144001 北美-美國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企業管理

1094157001 美國-美國

電資

資通訊技術與應用/演算法

民商法學/財經法學（含財
稅）
科技傳播與社群媒體/傳播科
技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三、原住民公費留學10名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3111001 英國-英國

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1093114001 美國-美國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1093114002 美國-美國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1093116001 歐洲-英國

藝術

1093129001 北美-美國

法律

戲劇/表演(可攻讀碩士）
民商法學/財經法學（含財
稅）

1093131001 歐洲-荷蘭

法律

公法學/公法學

1093134001 歐洲-英國

社會科學

科技傳播與社群媒體/社群媒
體應用

1093141001 日本-日本

社會科學

人口學/低生育率

1093144001 歐洲-英國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行銷與流通管理

1093180001 美國-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及再生生物學/分子
細胞生物學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四、身心障礙公費留學5名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2125001 日本-日本

文化資產

博物館行政與管理/文化資產（數位）典
藏、研究、詮釋、展示與交流、博物館學

1092130001 日本-日本

法律

刑事法學/刑事法學

1092144001 歐洲-德國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企業管理

1092144002 日本-日本

管理與經濟

管理學/人資管理

1092176001 日本-日本

農林漁牧

農作物安全管理/智慧農業管
理

教育部109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五、新南向國家公費留學10名
准考證號碼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96202001 印度-印度

文史哲

宗教/哲學/印度宗教與哲學

1096203001 印度-印度

政治(含區域研究)

南亞區域研究/南亞國際關係

1096204001 泰國-泰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東南亞研究/東協研究

1096213001 泰國-泰國

文化資產

非物質文化資產/馬來種族文化或其他東南
亞文化之歌謠、傳說、祭儀、民俗技藝，為
生存、生活、娛樂所創造之技能之研究

1096214001 越南-越南

法律

東南亞/南亞法制/東南亞法律
研究

1096215001 泰國-泰國

社會科學

高齡社會/健康促進

1096218001 泰國-泰國

社會科學

性別研究/東南亞社會的性別
關係

1096219005

新加坡-新
加坡

社會科學

族群與移民/移民

1096219003

新加坡-新
加坡

社會科學

族群與移民/移工

1096220001 泰國-泰國

社會科學

新媒體藝術(文化產業與國際
行銷)/文化產業與國際行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