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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學年度第1學期續領傅鐘獎學金學生

名單

 公告111學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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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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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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學期續領傅鐘獎學金學生名單 

 

一、學院配額(共 68名) 

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文學院 中文系 B08101015 陳子珩 

文學院 中文系 B10101003 王家葳 

文學院 外文系 B08102011 簡于翔 

文學院 外文系 B09102042 陳北辰 

文學院 外文系 B10102051 蘇  媺 

文學院 歷史系 B08103023 陳昱碩 

文學院 歷史系 B10103026 謝秉宏 

文學院 圖資系 B10106007 詹宇涵 

理學院 物理系 B09202052 廖廷涓 

理學院 物理系 B09505009 鄭楓穎 

理學院 物理系 B10202045 李逸寬 

理學院 化學系 B10203051 陳柏安 

理學院 地質系 B09204001 胡宇杰 

理學院 心理系 B09207008 葉光筠 

理學院 地理系 B10208009 梅立昀 

理學院 大氣系 B09209002 胡芮嘉 

理學院 大氣系 B10209028 姚博宸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國關組 B10302217 宋沛潔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B08303004 史秉奇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B10601001 陳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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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社會科學院 社會系 B09305001 陳宇彤 

社會科學院 社工系 B08310017 黃凱玟 

社會科學院 社工系 B10310013 郭天祐 

醫學院 醫學系 B08401139 歐庭維 

醫學院 醫學系 B10401049 杞亮昀 

醫學院 牙醫系 B08402018 張  皓 

醫學院 牙醫系 B09402019 蔡侁甫 

醫學院 牙醫系 B10402008 陳為勳 

醫學院 藥學系 B09404002 劉郁欣 

醫學院 醫技系 B08404003 吳學而 

醫學院 醫技系 B10404014 李亭萱 

醫學院 護理系 B08406010 邱若瑜 

醫學院 護理系 B10406011 吳東諺 

醫學院 物治系 B10408012 卓家弘 

醫學院 職治系 B10409033 呂陳奇 

工學院 機械系 B08502005 邱彤安 

工學院 機械系 B10502039 張伯宇 

工學院 化工系 B1050402 林敬庭 

工學院 材料系 B08507007 黃奕嘉 

工學院 材料系 B08507015 蔡  全 

工學院 材料系 B10507032 陳宥均 

工學院 醫工系 B10508012 李尹希 

工學院 醫工系 B09508002 林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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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 昆蟲系 B09612003 余如晶 

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 昆蟲系 B10612017 柯昀佑 

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 植微系 B10613030 林子婷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B08607008 富允禎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B10701135 丁亮慈 

管理學院 財金系 B08703045 鄧德齊 

管理學院 財金系 B09703054 曾雲拓 

管理學院 財金系 B10703007 汪宜萱 

管理學院 財金系 B10703011 陳品丰 

管理學院 國企系 B08704030 謝志翔 

管理學院 資管系 B09705001 陳杰彤 

管理學院 資管系 B10705003 陳妍姍 

公衛學院 公衛系 B08801009 呂宜婷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08901095 邱泓翔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08901105 陳天富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09901020 蔡仲廷 

電資學院 資工系 B10902028 王  勻 

電資學院 資工系 B08902029 陳咏誼 

法律學院 法律系法學組 B08A01157 蔡易安 

法律學院 法律系財法組 B08A01310 徐亦薇 

法律學院 法律系財法組 B10A01310 黃琳玲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 B08B01023 林子翔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 B10B01042 邱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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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B08B02004 翁儷芳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B09B02022 黃靖婷 

 

二、不分院名額(共 13名) 

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理學院 化學系 B09203034 施雪琦 

理學院 化學系 B10203040 葉人甄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B10303036 沈育德 

工學院 材料系 B09507024 趙于嫻 

工學院 材料系 B10507023 陳柏融 

管理學院 財金系 B08703005 劉郁文 

管理學院 國企系 B10704003 陳尹萱 

公衛學院 公衛系 B09801048 賴均豪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10901126 牟宗晞 

電資學院 資工系 B09901133 林天行 

電資學院 資工系 B10902082 林秉軒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 B09B01003 蘇懷安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B08B02026 吳軍霈 

 

三、學院增額(共 4名) 

學  院 學  系 學號 姓  名 

管理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B10701101 高肇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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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會計系 B09702023 李沛璇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08901137 蔡承軒 

電資學院 電機系 B09901027 賀崇恩 

 


	1111125傅鐘獎學金續領名單公告(函改)
	1111125-111學年度第1學期續領傅鐘獎學金學生名單(公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