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05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一、一般公費留學78名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1101005 美國 文史哲 中文/漢學

1051101006 美國 文史哲 中文/漢學

1051102002 美國 文史哲 哲學/科學哲學

1051103003 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東南亞區域研究/東南亞政
經發展與區域整合

1051104001 拉丁美洲-哥
倫比亞

政治(含區域研究) 拉丁美洲區域研究/拉丁美
洲政經發展與區域整合

1051105001 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中東區域研究/中東政經發
展與區域整合

1051106012 美洲-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
織參與法制暨國際經貿法制

1051107003 美洲-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公共行政與政策/政策分析

1051108002 歐洲-英國 教育 弱勢教育/教育社會學

1051109007 美國 教育
身心障礙之生涯教育/特殊
教育

1051110001 歐洲-法國 藝術 美術/當代藝術理論

1051110005 美國 藝術 美術/當代藝術理論

1051110015 日本 藝術 美術/藝術教育

1051110019 歐洲-英國 藝術 美術/美術史

1051111005 歐洲-法國 藝術 音樂/理論作曲

1051112001 歐洲-英國 藝術 舞蹈/舞蹈研究

1051113023 美國 藝術 表演藝術/表演劇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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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5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1113026 美國 藝術 表演藝術/表演劇場理論

1051114001 歐洲-英國 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文化/原住民族文
化研究

1051115001 美國 文化資產

物質文化資產/人居環境、
人造器物(含美術繪畫、雕
刻工藝、文獻檔案)之保
存、維護與研究

1051115004 歐洲-荷蘭 文化資產

物質文化資產/人居環境、
人造器物(含美術繪畫、雕
刻工藝、文獻檔案)之保
存、維護與研究

1051116004 歐洲-荷蘭 文化資產
非物質文化資產/歌謠、傳
說、祭儀、民俗技藝

1051117006 歐洲-法國 文化資產 典藏與詮釋/研究

1051118003 歐洲-芬蘭 建築、規劃與設計 建築設計/建築設計

1051118013 美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建築設計/建築設計

1051119001 歐洲-英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城鄉規劃/都市更新與活化

1051119002 加拿大 建築、規劃與設計 城鄉規劃/永續城鄉規劃

1051120008 美國 建築、規劃與設計 工業設計/使用者導向設計

1051121003 英國 運動休閒
運動休閒與觀光產業/產業
經營學

1051122001 美國 運動休閒 運動與健康/運動生理學

1051123005 美洲-美國 法律 基礎法學/基礎法學

1051124001 日本 法律
民法法學/民事法學(含勞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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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1125002 美洲-美國 法律 刑事法學/刑事法學

1051125005 歐洲-英國 法律 刑事法學/刑事法學

1051126003 歐洲-德國 法律 公法學/公法學

1051127002 美洲-美國 法律
財經法學/財經法學(含財
稅)

1051128003 美國 社會科學 科技傳播/數位匯流

1051128006 歐洲-英國 社會科學
科技傳播/科技說服與策略
傳播

1051129004 美國 社會科學
高齡社會/公共化、社區與
政府

1051130001 加拿大 社會科學 人口學/人口政策

1051130003 歐洲-英國 社會科學 人口學/人口結構與變遷

1051131001 美國 社會科學 社會企業與創新/社會創新

1051131008 歐洲-英國 社會科學 社會企業與創新/社會企業

1051132005 美國 社會科學 犯罪學/人權與正義

1051133001 美國 社會科學 社群媒體/網路社會

1051134002 美國 社會科學 社會工作/社區工作

1051135001 歐洲-英國 心理與認知
認知神經科學/社會神經科
學

1051136001 美國 心理與認知
社會文化與臨床心理學/法
律與犯罪心理學

1051136006 歐洲-英國 心理與認知
社會文化與臨床心理學/社
會心理學

1051137002 美國 管理與經濟 管理學/人資管理

第 3 頁，共 7 頁



教育部105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1139002 美國 管理與經濟 會計審計/財務會計

1051139003 美國 管理與經濟 會計審計/財務會計

1051140007 美國 管理與經濟 經濟學/經濟相關領域

1051142004 美國 數理化 物理/宇宙物理學

1051143003 美國 數理化 物理/尖端材料物理

1051143005 美國 數理化 物理/尖端材料物理

1051144002 美國 數理化 數學/數學

1051145001 美國 數理化 統計/統計科學

1051147006 美國 電資 資通訊技術與應用/演算法

1051149002 美國 電資 網路通訊/感測器聯網系統

1051151003 美國 工程 能源科技/綠能

1051153001 歐洲-英國 工程 環境工程/環境科學

1051155003 英國 防災科技
防災與氣候變遷/氣候變遷
與防救災調適策略

1051156008 荷蘭 防災科技
防災與國土規劃/防災國土
規劃(各層級國土規劃)

1051157001 美國 農林漁牧
人畜共通蟲媒傳染病/新興
傳染病偵測與防疫策略

1051157003 美國 農林漁牧
人畜共通蟲媒傳染病/新興
傳染病偵測與防疫策略

1051158003 美國 農林漁牧
植物醫學、農作物安全管理
/植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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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5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1159002 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生物學/細胞生物
學

1051159004 美國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生物學/細胞生物
學

1051159011 日本 生命科學
分子細胞生物學/細胞生物
學

1051160011 歐洲-瑞士 生命科學 生態學/生態保育

1051162003 歐洲-德國 海洋
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地球物
理

1051163001 美國 海洋 海洋化學/海洋化學

1051164002 日本 醫藥衛生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食品安
全管理

1051164003 美國 醫藥衛生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食品安
全政策

1051165002 歐洲-英國 醫藥衛生
老人醫學/老人醫學與長期
照護

1051166003 美國 醫藥衛生 疫情管控/疫病調查及防治

1051166006 美國 醫藥衛生 疫情管控/疫病調查及防治

二、勵學優秀公費留學2名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4121001 澳大利亞 運動休閒
運動休閒與觀光產業/產業
經營學

1054138001 歐洲-英國 管理與經濟 財務金融/投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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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公費留學17名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3103001 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東南亞區域研究/東南亞政經
發展與區域整合

1053104001 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拉丁美洲區域研究/拉丁美洲
政經發展與區域整合

1053106001 美洲-美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織
參與法制暨國際經貿法制

1053106005 歐洲-法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組織
參與法制暨國際經貿法制

1053107001 歐洲-英國 政治(含區域研究) 公共行政與政策/政策分析

1053108002 美國 教育 弱勢教育/教育社會學

1053113001 歐洲-德國 藝術 表演藝術/導演

1053113004 美國 藝術 表演藝術/劇場設計

1053113005 美國 藝術 表演藝術/表演藝術產業

1053114002 澳大利亞 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文化/原住民族文化
研究

1053116002 日本 文化資產
非物質文化資產/為生存、生
活、娛樂所創造之技能之研
究

1053126001 美洲-美國 法律 公法學/公法學

1053127002 美洲-美國 法律 財經法學/財經法學(含財稅)

1053134001 日本 社會科學 社會工作/社區工作

1053136001 歐洲-英國 心理與認知
社會文化與臨床心理學/兒童
臨床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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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3136002 美國 心理與認知
社會文化與臨床心理學/發展
或老化心理學

1053166001 美國 醫藥衛生 疫情管控/疫病調查及防治

四、身心障礙公費留學4名

准考證編號 留學國家 學群 學門/研究領域

1052110001 美國 藝術 美術/數位動畫

1052129001 歐洲-英國 社會科學 高齡社會/老年社會學

1052139001 美國 管理與經濟 會計審計/審計學

1052155001 美國 防災科技
防災與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與
防救災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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