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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公告)

 公告110學年度第2學期傅鐘獎學金續領學生名單。

 本校傅鐘獎學金實施要點。

 

經審核後，本學期可續領獎學金之學生名單如附件。

每位續領獎學金的學生頒給獎金新臺幣10萬元，各獎學金

類別之獎金頒發情形如下：

屬學院配額與不分院名額類別之受獎學生，獎學金由校

方支應，教務處將逕行辦理匯款入帳事宜。

屬學院增額類別之受獎學生，除特殊情況外，獎學金由

校方及學院各提供二分之一，教務處將辦理校方獎學金

匯款入帳事項，亦請受獎學生所屬學院自行辦理核發院

方獎學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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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2學期續領傅鐘獎學金學生名單 

 

一、學院配額(共 74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文學院 中文系 陳子珩 

文學院 中文系 王家葳 

文學院 外文系 簡于翔 

文學院 外文系 江惇硯 

文學院 外文系 陳北辰 

文學院 外文系 蘇  媺 

文學院 歷史系 謝秉宏 

文學院 圖資系 詹宇涵 

文學院 日文系 鄭芮安 

理學院 數學系 劉得徵 

理學院 物理系 田宇誠 

理學院 物理系 廖廷涓 

理學院 物理系 鄭楓穎 

理學院 物理系 李逸寬 

理學院 化學系 陳柏安 

理學院 地質系 胡宇杰 

理學院 心理系 葉光筠 

理學院 心理系 蔡松益 

理學院 地理系 梅立昀 

理學院 大氣系 胡芮嘉 



2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理學院 大氣系 姚博宸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政論組 蕭啟宸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國關組 林欣誼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國關組 宋沛潔 

社會科學院 社會系 陳宇彤 

社會科學院 社工系 黃凱玟 

社會科學院 社工系 郭天祐 

醫學院 醫學系 歐庭維 

醫學院 醫學系 曾治蓁 

醫學院 醫學系 杞亮昀 

醫學院 牙醫系 蔡侁甫 

醫學院 藥學系 劉郁欣 

醫學院 醫技系 吳學而 

醫學院 醫技系 李亭萱 

醫學院 護理系 邱若瑜 

醫學院 護理系 沈芯妤 

醫學院 物治系 卓家弘 

工學院 機械系 張伯宇 

工學院 化工系 林敬庭 

工學院 材料系 黃奕嘉 

工學院 材料系 蔡  全 

工學院 材料系 陳宥均 

工學院 醫工系 林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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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工學院 醫工系 李尹希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系 陳立凡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系 賴彥均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資系 葉馨云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系 朱修玄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傳系 李昀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傳系 林郁萱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系 余如晶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系 柯昀佑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植微系 林子婷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富允禛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邊之安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丁亮慈 

管理學院 會計系 陳昭翰 

管理學院 財金系 鄧德齊 

管理學院 財金系 曾雲拓 

管理學院 財金系 汪宜萱 

管理學院 財金系 陳品丰 

管理學院 國企系 謝志翔 

管理學院 資管系 陳杰彤 

管理學院 資管系 陳妍姍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邱泓翔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陳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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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電資學院 電機系 石博允 

電資學院 電機系 蔡仲廷 

電資學院 資工系 王  勻 

法律學院 法律系法學組 蔡易安 

法律學院 法律系財法組 徐亦薇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 邱柏偉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翁儷芳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黃靖婷 

 

二、不分院名額(共 18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理學院 化學系 施雪琦 

理學院 化學系 葉人甄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沈育德 

醫學院 醫學系 蘇奕揚 

醫學院 醫學系 李祥宇 

工學院 機械系 陳妍中 

工學院 機械系 王楷睿 

工學院 化工系 湯嘉彬 

工學院 材料系 陳柏融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系 賴怡方 

管理學院 財金系 劉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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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管理學院 國企系 陳尹萱 

電資學院 電機系 牟宗晞 

電資學院 資工系 林天行 

電資學院 資工系 林秉軒 

法律學院 法律系財法組 魏思宇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 蘇懷安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吳軍霈 

 

三、學院增額(共 7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高肇遠 

管理學院 會計系 李沛璇 

管理學院 國企系 鄭雅如 

電資學院 電機系 李承彥 

電資學院 電機系 賀崇恩 

電資學院 電機系 董明復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陳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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