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南山菁英領袖獎學金-合作系所名單公告 

 

為鼓勵並協助大學院校學生認真向學，本公司特辦理「2018 南山菁英領袖獎學金-

合作學系組/研究所組」，僅限與南山人壽合作且收到本公司正式公文之大學系所，合作

學系組共計 143 系，研究所組共計 17 所，相關辦法請洽各合作系所公告函文，合作校

系名單詳見如下。 

 

合作學系組共計 143 系所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1 台北一區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2 台北一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3 台北一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4 台北一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 

5 台北一區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6 台北一區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7 台北一區 國立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8 台北一區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9 台北一區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10 台北一區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11 台北一區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12 台北一區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3 台北一區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4 台北一區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 

15 台北一區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16 台北一區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17 台北一區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8 台北一區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9 台北一區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20 台北一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21 台北一區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2 台北一區 中華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23 台北一區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4 台北一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25 台北一區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 

26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27 台北二區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28 台北二區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29 台北二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30 台北二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31 台北二區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32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33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4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35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36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7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8 台北二區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39 台北二區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40 台北二區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41 台北二區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2 台北二區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3 台北二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44 台北二區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45 台北二區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6 台北二區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系 

47 台北二區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8 台北二區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49 台北二區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50 台北二區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51 台北二區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52 台北二區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53 台北二區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54 台北二區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55 台北二區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56 台北二區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57 台北二區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58 台北二區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59 台北二區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60 桃竹苗地區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61 桃竹苗地區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62 桃竹苗地區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63 桃竹苗地區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64 桃竹苗地區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5 桃竹苗地區 中原大學 會計系 

66 桃竹苗地區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7 桃竹苗地區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 

68 桃竹苗地區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9 桃竹苗地區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70 桃竹苗地區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71 桃竹苗地區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72 桃竹苗地區 健行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73 桃竹苗地區 健行科技大學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74 桃竹苗地區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75 桃竹苗地區 南亞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76 桃竹苗地區 南亞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77 桃竹苗地區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78 桃竹苗地區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9 桃竹苗地區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80 桃竹苗地區 萬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1 桃竹苗地區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2 桃竹苗地區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83 中部地區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84 中部地區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85 中部地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86 中部地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87 中部地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88 中部地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89 中部地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90 中部地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91 中部地區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92 中部地區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93 中部地區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系 

94 中部地區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95 中部地區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96 中部地區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97 中部地區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98 中部地區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99 中部地區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 中部地區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1 中部地區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102 中部地區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3 中部地區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4 中部地區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105 中部地區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系 

106 中部地區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107 中部地區 明道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108 中部地區 明道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9 中部地區 明道大學 行銷與物流學系 

110 中部地區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11 中部地區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12 中部地區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113 中部地區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14 中部地區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15 中部地區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16 中部地區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117 中部地區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118 中部地區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19 中部地區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20 中部地區 南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21 中部地區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 

122 中部地區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23 南部地區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24 南部地區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25 南部地區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26 南部地區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127 南部地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128 南部地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與流通管理系 

129 南部地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130 南部地區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系 

131 南部地區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132 南部地區 高學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133 南部地區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34 南部地區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135 南部地區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136 南部地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137 南部地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38 南部地區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139 南部地區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140 南部地區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41 南部地區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142 南部地區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143 南部地區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研究所組共計 17 系所 

編號 地區 學校 系所 

1 台北一區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2 台北一區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研究所 

3 台北一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管理研究所 

4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研究所 

5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研究所 

6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 

7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8 台北二區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研究所 

9 桃竹苗地區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研究所 

10 桃竹苗地區 國立交通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11 桃竹苗地區 國立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12 桃竹苗地區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13 桃竹苗地區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14 南部地區 國立成功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15 南部地區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16 南部地區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研究所 

17 南部地區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