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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 校教 字第 1110082586 號
附件： 111學年度第1學期傅鐘獎學金獲獎新生

名單(公告)

 公告本校111學年度傅鐘獎學金大一新生獲獎名單。

 本校傅鐘獎學金實施要點與111年10月4日111學年度傅鐘

獎學金及希望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111學年度大一新生獲獎名單如附件。

本項獎學金獎勵名額分為學院配額、不分院名額及學院增

額，其中學院增額由校方及學院各提供二分之一獎學金，

並將分別匯入獲獎學生金融帳戶。

大一上學期獎學金將於新生註冊入學後核發，大一下學期

起至畢業止(不含延長修業期間)視各學系或學院之續領標

準核定續領資格。

領取本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校希望出航獎學金、希望獎學

金或希望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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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傅鐘獎學金大一獲獎學生名單 

 

一、學院配額(共 55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文學院 中文系 李雨珊 

文學院 外文系 王  善 

文學院 歷史系 陳維振 

文學院 哲學系 陳英屹 

文學院 人類學系 吳佩珍 

文學院 圖資系 陳語謙 

文學院 日文系 葉兆容 

文學院 戲劇系 利昱翰 

理學院 數學系 辛瑋軒 

理學院 物理系 蔡杰達 

理學院 化學系 黃家樑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李恩齊 

理學院 心理系 吳書豪 

理學院 地資系 李適軒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楊博愷 

社科學院 政治系國關組 卓品妤 

社科學院 經濟系 蘇盈翰 

社科學院 社會系 陳意舒 

社科學院 社工系 田  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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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醫學院 醫學系 林威辰 

醫學院 醫學系 丁俊呈 

醫學院 牙醫系 劉宸安 

醫學院 藥學系 陳逸欣 

醫學院 醫技系 謝宗伭 

醫學院 物治系 林芸亘 

醫學院 職治系 梁右靖 

工學院 土木系 何亭翰 

工學院 機械系 陳柏燁 

工學院 化工系 黃筠庭 

工學院 工程海洋系 曾慶玹 

工學院 材料系 白宸瑜 

工學院 醫工系 謝喬彧 

生農學院 農藝系 朱芷葳 

生農學院 生工系 楊承翰 

生農學院 農化系 顏格格 

生農學院 農化系 何亮穎 

生農學院 森林資源系 馬若恩 

生農學院 動科系 李家忻 

生農學院 農經系 洪鈺惠 

生農學院 園藝系 徐丞彥 

生農學院 生機系 陳昶育 

生農學院 生傳系 黃心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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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生農學院 昆蟲系 蔡景堯 

生農學院 植微系 曾文儀 

管理學院 會計系 王宥竣 

管理學院 財金系 吳彥霖 

管理學院 資管系 周昀蓉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系企管組 陳品霏 

管理學院 國企系 蔡中琪 

公衛學院 公衛系 蔡名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陳品羲 

電資學院 資工系 王褕立 

法學院 法律系司法組 蔣詠涵 

生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蔡霈蓉 

生科學院 生技系 林孟和 

 

二、不分院名額(共 12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文學院 日文系 朱善煜 

理學院 物理系 林韋辰 

社科學院 社會系 鄭惟殷 

醫學院 醫學系 凃凱翔 

醫學院 牙醫系 林宗毅 

醫學院 醫學系 黃千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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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姓  名 

工學院 材料系 李宛頤 

生農學院 生機系 李傳漢 

管理學院 工管系 林姿廷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鄭博元 

電資學院 資工系 侯欣緯 

法律學院 法律系財法組 莊千逸 

 

三、學院增額(共 5名) 

學  院 學  系 姓  名 

生農學院 植微系 徐顥文 

管理學院 資管系 盧沛宏 

管理學院 財金系 許少龍 

電資學院 電機系 呂家維 

電資學院 資工系 吳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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