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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臺大校長獎獲獎名單 

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1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10102003 侯米朵 
2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10102028 黃筠涵 
3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10102112 黃奕儒 
4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09102053 梁東謀 
5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09102080 方芝羚 
6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07102032 許耘甄 
7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08102047 劉佳穎 
8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B08105015 張宇佑 
9 文學院 歷史學系 B08103003 黃郁蓁 

10 文學院 歷史學系 B09103006 郭怡君 
11 文學院 歷史學系 B10103009 林冠伶 
12 文學院 哲學系 B09104019 蔡劭珩 
13 文學院 哲學系 B08104016 吳翊瑄 
14 文學院 哲學系 B07704029 沈薏寧 
15 文學院 人類學系 B08105005 洪郁媗 
16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B08106002 陳玟寧 
17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B08106008 張祐瑄 
18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B09106046 梁瑀籈 
19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B08107002 黃靖婷 
20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B08107021 邱笠妍 
21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B09107035 黃悅瑜 
22 文學院 戲劇學系 B08109008 吳芷伶 
23 文學院 戲劇學系 B08109015 王逸如 
24 理學院 數學系 B08201002 張茗遠 
25 理學院 數學系 B09201016 陳宗震 
26 理學院 數學系 B10201025 曾軍愷 
27 理學院 物理學系 B10202042 王彥傑 
28 理學院 物理學系 B10202051 丁安磊 
29 理學院 物理學系 B09202053 劉芷辰 
30 理學院 物理學系 B08202021 許淵明 
31 理學院 化學系 B10203029 馬法能 
32 理學院 化學系 B08203047 沈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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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33 理學院 化學系 B08203062 李  易 
34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B08204025 蘇敬傑 
35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B08204032 陳欣欣 
36 理學院 心理學系 B10207003 莊孟璇 
37 理學院 心理學系 B09207049 車  薇 
38 理學院 心理學系 B08207064 賀立安 
39 理學院 心理學系 B08207008 李彥廷 
40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B10208032 留于掄 
4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B08209012 陳  峰 
42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B08209006 謝晉維 
43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B08302161 臧婕閔 
44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B08101049 陽庭妮 
45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B08302138 邱宇彤 
46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B09302111 李羚暐 
47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B08302213 陳靖瑄 
48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B08103043 林詩涵 
49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B08105031 周子揚 
50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B08302313 沈君褘 
51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B09302318 陳姿伶 
52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B08302308 吳陞得 
53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8105027 王兆邦 
54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8303005 張  暐 
55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9303053 黃子峻 
56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9303061 洪啟超 
57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9303110 黃林鈞 
58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09305017 陳勝瑋 
59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10303004 洪焌翔 
60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B10303055 黃裕盛 
61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B08305056 劉羽芯 
62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B10305010 鍾嘉軒 
63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B10305011 藍伊岑 
64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B08310002 郭孔勳 
65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B09310008 陳蓉慧 
66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B10310007 詹竣傑 



3 
 

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67 醫學院 醫學系 B06401011 陳泰禕 
68 醫學院 醫學系 B06401051 張芳瑜 
69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003 鄭芊芊 
70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009 顏嘉瑜 
71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012 李宜璟 
72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069 馬緣芩 
73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093 林冠宇 
74 醫學院 醫學系 B07401106 秦宗佑 
75 醫學院 醫學系 B08401016 呂奕成 
76 醫學院 醫學系 B08401114 唐睿陽 
77 醫學院 醫學系 B09401065 李鎮宇 
78 醫學院 醫學系 B09401067 賴冠愷 
79 醫學院 醫學系 B09401127 陳泓睿 
80 醫學院 醫學系 B09401070 黃聖堯 
81 醫學院 醫學系 B10401070 吳佩勳 
82 醫學院 牙醫學系 B06402033 陸芷瑩 
83 醫學院 牙醫學系 B07402038 盧貞宇 
84 醫學院 牙醫學系 B08402036 鄭子綾 
85 醫學院 牙醫學系 B08402015 李于婕 
86 醫學院 藥學系 B10403018 王紹宇 
87 醫學院 藥學系 B09403010 江謝席銘 
88 醫學院 藥學系 B07404045 楊子昀 
89 醫學院 藥學系 B07602042 易昇樺 
90 醫學院 藥學系 B06403044 胡書晨 
91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B08404019 陸致云 
92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B09404015 黃璽軒 
93 醫學院 護理學系 B08406045 黃詠萱 
94 醫學院 護理學系 B09406040 胡立蓉 
95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B09408021 劉冠昀 
96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B06408015 盧松豪 
97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B07408021 吳育修 
98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B06406012 周心怡 
99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B08409006 蔡艾融 
100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B09409005 呂佳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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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101 醫學院 學士後護理學系 B10412003 廖芷誼 
102 醫學院 學士後護理學系 B09412010 吳星穎 
103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B10501061 陳道聖 
104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B10501005 王星尹 
105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B09501085 岑文早 
106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B08501035 李咏宸 
107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B08501134 洪昊天 
108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22 白為霖 
109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28 伍恩輝 
110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132 連  樂 
11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91 葉逢恩 
112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75 陳羽歆 
11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9502095 邱琬婷 
11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03 陳泓恩 
115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9502156 楊景淳 
116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B08502088 林芳如 
117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08504004 林妤庭 
118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08504019 黃奕愷 
119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09504062 莊芷芃 
120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08504035 丁竑睿 
12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10504068 涂  睿 
122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B10504035 林芷琪 
123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B10505057 趙新元 
124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B08505039 林楷崴 
125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B08507042 江玉嫻 
126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B08504072 謝鋒亮 
127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B09507050 張子恩 
128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系 B08508010 王愛琳 
129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B08601030 鄧欣渝 
130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B09601016 洪詩媛 
13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B08602013 曾品嘉 
13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B08602047 黃予平 
133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B08602034 周光輝 
13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B08603002 陳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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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135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B08603046 黃詩雅 
136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B10603027 蔡孟辰 
137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B08605005 呂程安 
138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B09605024 林楷庭 
139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B10605052 陳雅榆 
140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B08606013 鍾沛家 
14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B10606002 房倢妤 
14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B09607015 李柏儒 
143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B08607002 吳子欣 
14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B09607001 魏靖倫 
145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B10608027 陳筠臻 
146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B08608003 王育嫻 
147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B09608040 李柏欣 
148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學系 B06608063 楊雅伊 
149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學系 B08609001 劉威廷 
150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學系 B08609004 鍾亞樺 
15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學系 B08609050 陳善智 
15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學系 B09609048 楊樂軒 
153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B09610018 林恬爾 
15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B09610025 洪瑞霙 
155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B10610005 吳敏慈 
156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B08610033 古聿妍 
157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B10611021 李星穎 
158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B09611012 林家慧 
159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B08611001 薛宇庭 
160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學系 B10612016 劉宸佑 
16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學系 B08612001 梁兆榮 
16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B08613003 謝旻茜 
163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B09613002 韓昀倢 
164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B08701116 林玉芸 
165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B07305008 許庭瑄 
166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B10701136 王偲媛 
167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B09701122 李韋蓁 
168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B09701118 李語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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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169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B08701233 王乙庭 
170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08702010 許昱玫 
171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09702051 陳語如 
172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08702007 吳倢瑩 
173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10702032 張詠晰 
174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10702052 陳品樺 
175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10702004 謝孟芸 
176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09702129 蘇玟宇 
177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B08702044 康舒涵 
178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10701220 陳虹瑄 
17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10703049 柯宥圻 
180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08703015 沈昱廷 
18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07703022 楊繹修 
182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10703061 陳  棱 
183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B10703043 陳  安 
184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B08704004 周紹婷 
185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B08704034 許皓宇 
186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B10704039 郭庭葳 
187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B10704050 邱楚芸 
188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B10704070 林采璇 
189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B09705002 鄭安芸 
19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B09705024 劉智心 
19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B08705029 簡謙益 
192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B09801009 翁咏聖 
193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B08801021 陳彥蓉 
194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B08801007 林吟謙 
19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10901013 渠立宇 
19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10901042 彭  琝 
19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10901100 陳又華 
19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9901109 謝宇箴 
19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9901058 邱奕翔 
20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9901052 劉承亞 
2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9901105 謝博揚 
20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8901011 邱仁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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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20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8901042 莊明翰 
20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8901060 林棋竣 
20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08901061 陳永縉 
20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B10901036 許景淯 
207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013 張永達 
208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038 翁浩永 
209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040 曾子顏 
210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047 汪昊新 
21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052 陳富中 
212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8902107 蘇柏瑄 
213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9902068 凌  暄 
214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B09902120 洪國瀚 
215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法學組 B08A01156 歐陽碩謙 
216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法學組 B08A01121 陳余宣 
217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司法組 B08A01217 段彥慈 
218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司法組 B09A01263 林露新 
219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司法組 B09A01265 戴昕潔 
220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司法組 B09A01234 朱家駒 
221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08A01321 孫鐿榛 
222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08A01358 廖子賢 
223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08A01366 謝秉霖 
224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08A01331 王亭雲 
225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09A01351 曹今聚 
226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B10A01303 龔毓庭 
227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10B01032 林秩緯 
228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09B01023 曾致諺 
229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08B01017 李育儒 
230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08B01075 陳韻淇 
231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B08B02022 郭澤筠 
232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B08B02020 方浚懿 
233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B10B02057 趙天儀 

註：以上名單依獲獎者 111 學年度所屬學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