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社 莊詠諭 台灣大學 碩二 台中大同社 康于庭 中山醫學大學 博三 台中台美社 周俊佑 中原大學 碩一

台中社 卓冠吟 中興大學 碩二 台中西區社 宋威穎 中山大學 博四 台中惠來社 陳俊宇 亞洲大學 碩二

台中社 蔡孟軒 輔仁大學 碩二 台中西區社 江雁如 成功大學 博三 台中惠來社 林真德 成功大學 碩一

台中中央社 李珺 台灣大學 碩二 台中台美社 王宏民 靜宜大學 碩一 台中東友社 劉維敏 逢甲大學 碩一

台中省都社 賴思丞 台中科技大學 碩二 台中台美社 梁紫婷 靜宜大學 碩二 豐原西南社 李容雙 亞洲大學 碩一

台中省都社 鄭瑾妮 勤益科技大學 碩一 台中台美社 吳宜真 台中科技大學 碩一 台中港東南社 劉皓維 逢甲大學 碩二

台中省都社 莊佩樺 勤益科技大學 碩二 台中台美社 張筱雅 亞洲大學 碩一 台中港東區社 劉加恩 靜宜大學 碩一

台中大屯社 魏運璇 朝陽科技大學 碩二 台中台美社 潘緯慈 台北大學 碩二 台中港東區社 廖盈琁 靜宜大學 碩二

台中西北社 周婉靖 中興大學 碩二 台中北區社 李  盈 中山醫學大學 博一 溪湖社 余柏勳 清華大學 碩一

台中南屯社 林姿伶 中興大學 碩三 台中北屯社 張辰暘 東海大學 碩二 員林誼真社 李怡萱 台灣藝術大學 碩二

台中西屯社 鄒宜璇 台灣科技大學 碩二 台中環中社 翁曼語 中興大學 碩二 員林誼真社 李坤緯 大葉大學 碩三

台中西屯社 黃姝慈 清華大學 碩二 大里國光社 蔡佩儒 台南藝術大學 博二

台南社 楊璨鴻 成功大學 碩二 台南鳳凰社 陳峻聖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碩二 嘉義北區社 陳宗毅 中正大學 碩二

台南社 周千又 成功大學 碩二 赤崁社 謝宛真 嘉義大學 碩一 嘉義南區社 許芳瑄 成功大學 碩二

台南夢時代社 林逸豪 崑山科技大學 碩三 麻豆社 曾柏盛 成功大學 博三 嘉義百合社 蔡政憲 嘉義大學 博一

台南夢時代社 吳馥均 台南大學 碩一 新營社 王東生 台南大學 碩一 朴子社 江翰宇 雲林科技大學 碩三

台南夢時代社 汪庭楷 崑山科技大學 碩二 新營東區社 丘子軒 台灣大學 碩一 朴子社 陳雴茹 逢甲大學 碩二

台南東區社 劉郁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碩二 台南永康社 毛惠瑩 成功大學 碩三 虎尾東區社 林紀宏 東華大學 碩一

台南中區社 潘美秀 成功大學 碩二 善化社 戴于耀 高雄醫學大學 碩一 虎尾東區社 何明倩 台灣大學 碩一

台南鳳凰社 蘇婉菁 台灣大學 碩一 佳里社 黃柏強 逢甲大學 碩二 北港社 黃郁雯 中國醫藥大學 碩二

台南鳳凰社 于庭萱 台灣大學 碩一 嘉義東區社 黃思婷 中正大學 碩三

台北西區社 林映均 台灣師範大學 碩二 台北信義社 郭之琪 台北商業大學 碩二 台北和平社 胡明群 輔仁大學 碩二

台北西區社 吳榮軒 台灣師範大學 碩二 永和社 楊庭軒 國防醫學院 博七 台北永平社 林蘭 台灣大學 碩三

台北西區社 李忠憲 中國文化大學 碩一 艋舺社 吳弘威 台北科技大學 博二 中和社 張俊雄 台北科技大學 博六

台北西區社 陳夢翔 台灣大學 碩二 新店社 葉禮奇 陽明大學 博七 中和社 侯宗佑 美國康乃爾大學 博一

台北西門社 楊純孝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碩二 台北芙蓉社 楊紫安 台灣科技大學 博三 翡翠社 葉至誠 中原大學 博五

台北信義社 賈博淵 台灣科技大學 碩二 台北樂陽社 吳詩儀 東華大學 碩二 翡翠社 林澔東 中原大學 博三

2017-18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名單揭曉，本年度共有碩士班183位及

博士班62位學生獲獎，獎學金額計頒新台幣參仟壹佰捌拾捌萬元，頒獎典禮

定於107年1月27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假台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4樓集會堂(台中

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99號)舉行。謹將獲獎名單公佈如下：

三四六一地區(合計24位，博士3位，碩士21位)

三四七○地區(合計26位，博士2位，碩士24位)

三四八一地區(合計18位，博士8位，碩士10位)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公告

三四六二地區(合計11位，博士2位，碩士9位)



台北西北區社 比屋根亮太 台灣大學 博五 台北北薪社 阮明達 淡江大學 碩一 台北大同社 張哲睿 台灣大學 碩一

台北朝陽社 陳畇錙 政治大學 碩一 台北延平社 蔡明秀 大同大學 碩二 台北東海社 古庭蓁 體育大學 碩一

台北朝陽社 戴靖宇 東華大學 碩二 台北大安社 徐于涵 輔仁大學 碩三 台北東海社 蔡博先 政治大學 博二

台北朝陽社 林威宇 中正大學 碩二 台北大安社 蔡儀儂 政治大學 博六 台北民權社 施玉珊 陽明大學 博一

台北朝陽社 周郁欣 東華大學 碩二 台北城東社 呂俊緯 東海大學 碩二 台北民權社 李沛英 台灣大學 博二

台北朝陽社 吳政頤 大同大學 碩二 台北城東社 張翊毫 政治大學 碩一 台北城南社 翁如音 台灣大學 博一

台北朝陽社 桂斌 淡江大學 博四 台北城東社 呂嘉翔 淡江大學 碩二

台北蓬萊社 丁多加 台灣大學 碩一 台北城東社 李宗曜 台北大學 碩二

三重社 陳彥瑋 實踐大學碩二 新莊中央社 張紹容 輔仁大學 碩一 五工社 趙學立 明志科技大學 碩三

三重北區社 黃書葦 台灣大學 博三 新莊中央社 林芷卉 明志科技大學 碩五 五工社 陳貞廷 海洋大學 碩三

板橋社 楊子逸 台灣藝術大學 碩二 樹林社 劉弘偉 彰化師範大學 碩二 五工社 蔡淑珩 文化大學 碩一

板橋社 傅翊棋 大同大學 碩一 樹林社 徐牧謙 台北大學 碩二 五工社 葉禮源 台北科大 碩二

板橋社 黃盈庭 台灣大學 博四 鶯歌社 雷昌蓉 明志科技大學 碩二 泰山社 吳弘鈞 台灣藝術大學 博二

板橋北區社 蔡欣妤 陽明大學 博三 鶯歌社 劉秋彤 台灣藝術大學 碩一 新北市百合社 涂聖群 台灣藝術大學 博二

板橋北區社 陳淑娟 暨南國際大學 博三 鶯歌社 顧佳瑋 雲林科技大學 碩二 蘆洲社 劉兆恩 淡江大學 博五

板橋北區社 邱韋傑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一 樹林芳園社 廖啟彣 台北大學 碩二 蘆洲重陽社 周明翰 台灣藝術大學 碩二

板橋北區社 蔣兆嶸 台灣師範大學 碩二 樹林芳園社 湯以婕 元智大學 碩二 蘆洲湧蓮社 陳岱均 台灣師範大學 碩二

板橋北區社 陳家熠 成功大學 碩二 北大光榮社 周逸屏 台北大學 碩二 蘆洲湧蓮社 魏慎廷 成功大學 碩二

板橋北區社 郭柏賢 台灣師範大學 碩二 三重中央社 陳哲維 台灣大學 博三 基隆東南社 郭芷麟 陽明大學 碩二

板橋北區社 郭人豪 成功大學 碩二 三重南區社 陳柏宇 成功大學 碩一 基隆東南社 陳嘉惠 海洋大學 碩一

板橋北區社 詹宛真 台灣大學 碩一 五股社 陳立昕 延世大學 碩一 基隆西北社 張雅涵 海洋大學 碩一

板橋東區社 江耀 台灣大學 博二 五股社 方姿晴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一 宜蘭社 邱奕志 台灣大學 博三

板橋東區社 黎氏梅 屏東科技大學 博三 土城社 陳慧瑀 輔仁大學 碩一 頭城社 簡歆哲 交通大學 碩二

板橋東區社 周祐安 清華大學 碩三 土城中央社 劉亮妍 台北商業大學 碩二 宜蘭西區社 王培華 宜蘭大學 碩一

板橋東區社 許庭華 輔仁大學 碩二 土城中央社 吳慈敏 明志科技大學 碩二 羅東西區社 戴士寶 台灣大學 碩二

板橋東區社 吳盈萱 台南大學 碩二 三峽社 黃啟豪 台灣大學 碩一 羅東西區社 陳良進 成功大學 碩二

板橋東區社 楊鎮寧 屏東科技大學 碩一 三重三陽社 孫悉芬 政治大學 碩二 羅東西區社 游小旻 台灣師範大學 博三

板橋東區社 黃思瑩 清華大學 碩一 三重千禧社 黎薇 中原大學 碩三 羅東西區社 藍建廷 台灣科技大學 碩二

板橋東區社 林子晏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碩一 三重千禧社 鄭芳宜 佛光大學 碩三 吉安社 陳盈秀 交通大學 博三

板橋東區社 陳郁璇 致理科技大學 碩二 三重泰安社 吳蕓蓉 嘉義大學 碩一 新荷社 林信宏 東華大學 博六

板橋東區社 張彥婷 中山醫學大學 碩二 五工社 盧安邦 政治大學 博七 花蓮港區社 徐彭伯堯 中央大學 博一

板橋東區社 黃慶杰 台灣大學 碩二 五工社 禹道軍 台灣科技大學 博二 花蓮港區社 吳君孝 政治大學 博一

新莊社 陳威廷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碩二 五工社 卓政霖 清華大學 博五 花蓮中區社 吳瑤雯 東華大學 碩三

新莊東區社 趙柏奕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一 五工社 林瑀甯 政治大學 碩一

新莊中央社 趙壽川 輔仁大學 碩二 五工社 呂念珊 台北醫學大學 碩三

三四九○地區(合計79位，博士19位，碩士60位)

三四八二地區(合計22位，博士7位，碩士15位)



中壢北區社 吳家瑜 中央大學 碩一 竹南社 黃振庭 勤益科技大學 碩一 竹南百齡社 洪子婷 暨南國際大學 碩一

龍潭社 彭詩涵 世新大學 碩四 竹南社 邱柏翔 中原大學 碩二 苗栗中央社 黃于真 育達科技大學 碩二

新竹百合社 林佳樺 中央大學 博二 竹南社 江玫貞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碩二 苗栗福德社 陳威廷 雲林科技 大學 碩一

桃園社 張育銘 東吳大學 碩三 桃園蘆竹社 楊雅婷 台北大學 碩三 桃園百齡社 王榆榮 真理大學 碩一

桃園經國社 呂政憲 交通大學 博三 桃園大同社 卜郡廷 元智大學 碩一 桃園東北社 許幼丞 中興大學 碩一

桃園圓夢社 梁喻婷 交通大學 碩一 八德美德社 房辰陽 台灣海洋大學 碩二 桃園大園社 呂翊齊 東華大學 博一

高雄港都社 張學人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碩三 屏東東區社 陳怡淨 中興大學 碩二 路竹社 顏嘉威 政治大學 碩一

高雄南一社 黃茗羽 台灣藝術大學 碩三 高雄啟禾社 蕭麗君 成功大學 博二 岡山社 陳寶玉 成功大學 碩二

高雄中山社 林佳儀 台灣大學 博七 高雄早安社 賴昱君 成功大學 碩二 阿公店社 范玉翠薇 成功大學 博五

屏東東區社 郭哲維 中山大學 碩三 屏東鳳凰社 王智功 高雄師範大學 碩三 高雄大愛社 許詠婷 成功大學 碩二

台北北安社 林柏瑋 清華大學 碩二 台北關渡社 范振彥 元智大學 碩一 台北首都社 陳廷婷 台灣藝術大學 博一

台北關渡社 吳孟庭 台北藝術大學 碩二 台北雙溪社 楊紹煌 台灣科技大學 碩一

台北市松仁社 翁瑞臨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三 台北士林社 鄒睿宸 台北科技大學 碩二 淡海社 王靖堯 台灣大學 碩二

台北市華新社 黃于瑄 台灣大學 博二 台北士林社 黃選瀧 台北科技大學 碩二 淡海社 林裕軒 台北藝術大學 碩一

台北東南社 林珈均 中央大學 碩二 台北士林社 邱俞瑋 勤益科技大學 博四 台北新東社 鄭喬仁 中國文化大學 碩一

台北市東昇社 王詩婷 台灣藝術大學 碩三 台北士林社 劉郁玲 勤益科技大學 碩一 台北新東社 潘敏 台北市立大學 博三

台北仁愛社 夏堃植 台灣科技大學 博一 台北士林社 劉燕婷 台灣大學 碩一 台北敦化社 藍姆路卡造 台灣大學 博五

台北士林社 王連馨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三 台北博愛社 夏翊翔 台北科技大學 碩二 台北市忠孝社 陳奕龍 台北教育大學 碩四

台北士林社 劉于榕 台灣大學 博五 台北東區社 黃宏嶈 台灣師範大學 碩三

台北西南區社 謝文大 台北科技大學 博三 台北府門社 楊允瑄 輔仁大學 博一 台北南德社 許永昕 成功大學 博一

台北南茂社 廖崇崴 台北大學 碩二 台北中區社 李怡葶 台灣大學 博七 台北南德社 林義偉 台北藝術大學 博五

台北政愛社 吳嘉倫 台灣大學 碩二 台北華樂社 許惇惠 政治大學 博五

台北政愛社 曾志維 台灣大學 博五 台北南德社 李政潔 成功大學 博一

三五二一地區(合計5位，博士1位，碩士4位)

三五一○地區(合計12位，博士3位，碩士9位)

三五○二地區(合計9位，博士2位，碩士7位)

三五二二地區(合計20位，博士6位，碩士14位)

三五二三地區(合計10位，博士8位，碩士2位)

三五○一地區(合計9位，博士1位，碩士8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