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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0學年度(交大校區) 
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獲獎名單 

                                                                             110.05.10 

一、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75（或74）級分，獲獎者共1名：    
序號 系別 學測准考證號 姓名 核定 

1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4440 傅○翔 金竹獎 

 

二、各學系依招生人數比例推薦，獲獎者共81名： 
序號 系別 學測准考證號 姓名 核定 

1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3726 姚○畯 金竹獎 

2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5517 周○桓 金竹獎 

3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5140 楊○叡 金竹獎 

4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3616 聶○璟 金竹獎 

5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4423 高○翔 金竹獎 

6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139 李○瑋 金竹獎 

7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705 古○樺 金竹獎 

8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8006 周○顥 金竹獎 

9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4101 林○毅 金竹獎 

10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505 蔡○翔 金竹獎 

11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5222 劉○均 金竹獎 

12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633 歐○泓 金竹獎 

13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4027 陳○融 金竹獎 

14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5233 洪○亞 金竹獎 

15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8226 黃○豫 金竹獎 

16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508 施○光 金竹獎 

17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5403 張○恆 金竹獎 

18 光電工程學系 ****3923 李○宇 金竹獎 

19 光電工程學系 ****0940 葉○堯 銀竹獎 

20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3727 趙○如 金竹獎 

21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6605 陳○睿 金竹獎 

22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5123 莊○翔 金竹獎 

23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7009 李○宸 金竹獎 

24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2013 張○恩 金竹獎 

25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2718 楊○ 金竹獎 

26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6601 陳○元 金竹獎 

27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5041 簡○棋 金竹獎 

28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0528 解○妤 金竹獎 

29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0712 林○程 金竹獎 

30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5524 楊○岑 金竹獎 

31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1706 梁○瑋 金竹獎 

32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0617 朱○伶 金竹獎 

33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2605 林○智 金竹獎 

34 資訊工程學系(apcs) ****3839 官○軒 金竹獎 

35 機械工程學系 ****9029 邱○貿 金竹獎 

36 機械工程學系 ****6427 林○志 金竹獎 

37 機械工程學系 ****6417 陳○善 金竹獎 

38 機械工程學系 ****5521 劉○揚 金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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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別 學測准考證號 姓名 核定 

39 機械工程學系 ****3413 李○瑋 金竹獎 

40 土木工程學系(甲組) ****7002 楊○宇 金竹獎 

41 土木工程學系(甲組) ****5101 吳○○元 金竹獎 

42 土木工程學系(乙組) ****8124 盛○勛 金竹獎 

43 土木工程學系(乙組) ****8242 戴○誠 金竹獎 

44 土木工程學系(乙組) ****4826 葉○瑜 金竹獎 

45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507 林○歆 金竹獎 

46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9533 吳○儀 金竹獎 

47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609 陳○翔 金竹獎 

48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411 鄭○睿 金竹獎 

49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3241 劉○平 金竹獎 

50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3933 林○任 金竹獎 

51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3616 聶○璟 金竹獎 

52 應用化學系 ****3303 蔡○寰 金竹獎 

53 應用化學系 ****5036 王○樺 銀竹獎 

54 應用數學系 ****1718 劉○玟 金竹獎 

55 應用數學系 ****5315 鄭○庭 銀竹獎 

56 應用數學系 ****7339 陳○齊 銀竹獎 

57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甲組 ****3441 林○妤 金竹獎 

58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乙組 ****3018 張○萁 金竹獎 

59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丙組 ****3442 施○學 銀竹獎 

60 生物科技學系 ****5117 謝○倫 金竹獎 

61 生物科技學系 ****0130 王○正 銀竹獎 

62 生物科技學系 ****8014 林○樺 銀竹獎 

63 生物科技學系 ****3411 湯○茹 銅竹獎 

64 生物科技學系 ****6527 張○縈 銅竹獎 

65 管理科學系 ****8805 洪○襄 金竹獎 

66 管理科學系 ****5033 張○恩 銀竹獎 

67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1615 羅○瑄 金竹獎 

68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8221 袁○妮 金竹獎 

69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2037 林○寬 銀竹獎 

70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5207 蕭○宜 金竹獎 

71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529 林○妤 金竹獎 

72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9939 廖○萱 銀竹獎 

73 資財系財務金融組 ****9939 廖○萱 金竹獎 

74 資財系資訊管理組 ****0816 劉○尹 金竹獎 

75 外國語文學系 ****0412 張○芸 金竹獎 

76 外國語文學系 ****1201 賴○恩 銀竹獎 

77 外國語文學系 ****4315 蕭○宸 銀竹獎 

78 人文社會學系 ****7310 林○婕 金竹獎 

79 人文社會學系 ****0412 張○芸 金竹獎 

80 傳播與科技學系 ****9304 沈○慈 金竹獎 

81 傳播與科技學系 ****0201 賀○庭 金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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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學系繁星推薦，獲獎者共6名： 
序號 系別 學測准考證號 姓名 核定 

1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1525 游○翔 金竹獎 

2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9202 周○霆 金竹獎 

3 資訊工程學系 ****7107 劉○栖 金竹獎 

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623 林○達 銀竹獎 

5 資財系資訊管理組 ****4404 蔡○希 銀竹獎 

6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5840 陳○茹 金竹獎 

 

四、運動績優，獲獎者共2名： 
序號 系別 學測准考證號 姓名 核定 

1 生物科技學系 ****1436 林○衍 銀竹獎 

2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4213 李○ 銅竹獎 
 

 

獲獎勵學生，入學後就讀系組需符於本校裁定之審查資格要件，方可獲獎。 

 

各獎項獎學金金額： 

金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拾貳萬伍仟元。 

銀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柒萬伍仟元。 

銅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貳萬伍仟元。 

前述獎學金獲獎同學大一下學期及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各該班學生前百分之二十以

內者，該學期可續得獎學金貳萬伍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