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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國立臺灣大學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0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 校教 字第 1100076350 號
附件： 110學年度傅鐘獎學金大一獲獎學生名單

 公告本校110學年度傅鐘獎學金大一新生獲獎名單。

 依本校傅鐘獎學金實施要點與110年10月14日本校110年
傅鐘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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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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年度傅鐘獎學金大一獲獎學生名單 
 

一、學院配額(共 54 名) 

編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1 文學院 中文系 王家葳 

2 文學院 外文系 蘇  媺 

3 文學院 歷史系 謝秉宏 

4 文學院 歷史系 翁筱婷 

5 文學院 圖資系 詹宇涵 

6 文學院 日文系 鄭芮安 

7 文學院 戲劇系 吳承錫 

8 理學院 數學系 劉得徵 

9 理學院 物理系 李逸寬 

10 理學院 化學系 陳柏安 

11 理學院 地質系 邱志庭 

12 理學院 心理系 蔡松益 

13 理學院 地理系 梅立昀 

14 理學院 大氣系 姚博宸 

15 社科學院 政治系國關組 宋沛潔 

16 社科學院 經濟系 洪聖雄 

17 社科學院 社會系 陳以柔 

18 社科學院 社工系 郭天祐 

19 醫學院 醫學系 杞亮昀 

20 醫學院 牙醫系 陳為勳 

21 醫學院 藥學系 陳靖鎔 

22 醫學院 醫技系 李亭萱 

23 醫學院 護理系 吳東諺 

24 醫學院 物治系 卓家弘 

25 醫學院 職治系 呂陳奇 

26 工學院 土木系 陳亮蓁 

27 工學院 機械系 張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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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28 工學院 化工系 林敬庭 

29 工學院 工科海洋系 吳冠傑 

30 工學院 材料系 陳宥均 

31 工學院 醫工系 李尹希 

32 生農學院 農藝系 陳立凡 

33 生農學院 農藝系 賴彥均 

34 生農學院 生工系 李怡慧 

35 生農學院 農化系 李敏豪 

36 生農學院 森林系 洪暄翔 

37 生農學院 動科系 莊家瑜 

38 生農學院 農經系 詹昀哲 

39 生農學院 園藝系 謝謹暄 

40 生農學院 獸醫系 朱修玄 

41 生農學院 生傳系 葉子伶 

42 生農學院 昆蟲系 柯昀佑 

43 生農學院 植微系 林子婷 

44 管理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丁亮慈 

45 管理學院 財金系 汪宜萱 

46 管理學院 財金系 陳品丰 

47 管理學院 國企系 邱意茹 

48 管理學院 資管系 陳妍姍 

49 公衛學院 公衛系 何展衡 

50 電資學院 電機系 李一駿 

51 電資學院 資工系 王  勻 

52 法律學院 法律系財法組 黃琳玲 

53 生科學院 生科系 邱柏偉 

54 生科學院 生技系 詹睿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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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分院名額(共 13 名) 

編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1 理學院 化學系 葉人甄 

2 社科學院 經濟系 沈育德 

3 醫學院 醫學系 蘇子強 

4 醫學院 醫學系 陳謙毅 

5 工學院 機械系 王楷睿 

6 工學院 材料系 陳柏融 

7 工學院 化工系 湯嘉彬 

8 生農學院 生傳系 廖姸庭 

9 管理學院 資管系 陳思如 

10 管理學院 國企系 陳尹萱 

11 電資學院 資工系 林秉軒 

12 電資學院 電機系 牟宗晞 

13 法律學院 法律系財法組 劉宇恩 

 

三、學院增額(共 6 名) 

編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1 管理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高肇遠 

2 管理學院 工管系企管組 丁筱芸 

3 管理學院 國企系 朱柏諺 

4 公衛學院 公衛系 張元豪 

5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陳柏宏 

6 電資學院 電機系 王睿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