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 取 通 知
97 年 4 月 2 日修訂

主旨：「2008 兩岸暑期交流獎學金」錄取名單公告。
說明：本年度「兩岸暑期交流獎學金」共有 104 位同學申請，共錄取 94 名正取
生，10 名備取，經 3 月 26 日複審會議決議錄取名單詳如下列。
(一)正取名單及其錄取學校(94 名)：
物理 09 賴加翌(浙江大學)、物理 10 涂珉鳳(清華大學)、
化工 10 楊沛瑩(蘭州大學)、化工 10 藍韋盛(蘭州大學)、
動機 09 孫佩豪(山東大學)、動機 10 廖偉婷(蘭州大學)、
動機 10 胡宗皓(蘇州大學)、動機 10 蘇瑀喬(哈爾濱工業大學)、
動機 10 高毓廷(哈爾濱工業大學)、動機 10 葉展宏(復旦大學)、
材料 10 洪嘉黛(山東大學)、材料 10 曾麗倩(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材料 10 王冠宇(復旦大學)、工工 09 林友梅(復旦大學)、
工工 09 陳璽全(清華大學)、工工 09 黃如妤(哈爾濱工業大學)、
工工 09 鍾衛(復旦大學)、工工 09 廖婉君(復旦大學)、
工工 10 李芳綾(北京大學)、工科 09 王駿隆(浙江大學)、
工科 09 呂靜美(上海交通大學)、工科 09 劉相君(清華大學)、
工科 09 張欣怡(復旦大學)、工科 09 傅郁華(山東大學)、
工科 10 林冠佑(蘭州大學)、工科 09 張佳穎(上海交通大學)、
工科 10 陳佳夢(蘇州大學)、工科 10 王譽堯(蘇州大學)、
工科 10 林耕德(清華大學)、工科 09 林亮宇(西安交通大學)、
工科 10 陳柔綾(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 09 王淨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電機 09 蔡松樺(浙江大學)、電機 10 林家興(西安交通大學)、
電機 10 陳立中(上海交通大學)、電機 10 王中彥(上海交通大學)、
電機 10 劉丞恩(清華大學)、電機 10 王佑廷(北京大學)、
電機 10 曾建勛(復旦大學)、電機 10 劉宗博(山東大學)、
電機 10 鄭佑辰(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 10 林柏彥(清華大學)、
電機 10 林晉毅(清華大學)、資工 09 李紀遠(蘇州大學)、
資工 09 黃馨禾(清華大學)、資工 09 黃毓閎(北京大學)、
資工 10 雷禹恆(北京大學)、資工 10 李居翰(上海交通大學)、
資工 10 紀文平(蘭州大學)、生科 10 黃翔鈴(北京大學)、
生科 10 程子芸(山東大學)、醫環 09 顧苔馨(西安交通大學)、
醫環 10 歐陽于涵(北京大學)、醫環 10 賴宜君(浙江大學)、
經濟 09 呂玲慧(北京大學)、經濟 09 林秉德(北京大學)、
經濟 10 曾怡寧(復旦大學)、經濟 10 吳韋慧(蘇州大學)、
經濟 10 陳佩玗(復旦大學)、經濟 10 林怡柔(蘭州大學)、
計財 10 任奕俠(清華大學)、計財 10 陳韻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計財 10 陳紹珍(清華大學)、計財 10 徐朝偉(浙江大學)、
計財 10 李彥穎(復旦大學)、計財 10 潘齊民(浙江大學)、
外語 10 徐沛欣(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語 09 謝宛玲(浙江大學)、
外語 10 許智婕(清華大學)、外語 10 林子馨(蘭州大學)、
外語 10 陳瑞欣(西安交通大學)、外語 10 陳靚紋(蘇州大學)、
人社 10 張慧慈(北京大學)、中文 09 黃筠茜(浙江大學)、

中文 10 蘇筱涵(北京大學)、中文 10 蘇芳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中文 10 盧天怡(清華大學)、中文 10 吳靖淋(蘇州大學)、
中文 10 廖貞雅(復旦大學)、中文 10 黃茵喬(北京大學)、
中文 10 沈佩陵(浙江大學)、理學院 10 楊政昱(北京大學)、
理學院 10 黃士修(北京大學)、理學院 10 張元柏(復旦大學)、
理學院 10 林斌彥(復旦大學)、理學院 10 陳傳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理學院 10 錢家隆(浙江大學)、理學院 10 周伯謙(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理學院 10 帥宏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學院 10 吳鎧(中國科學技術大
學)、理學院 10 王振沅(蘇州大學)、
科管院 10 黃柏菖(西安交通大學)、科管院 10 蘇裕舜(中國科學技術大
學)、科管院 10 許力中(蘭州大學)

(二)備取名單(10 名)：
備取 1 電機 09 吳宇凡、備取 2 電機 10 賴宜萍、備取 3 電機 10 邱衍智、
備取 4 工科 09 宋韋奇、備取 5 電機 10 劉韋志、備取 6 經濟 09 吳依縈、
備取 7 電機 09 蔡任桓、備取 8 電機 10 張仲宇、備取 9 材料 09 林步剛、
備取 10 中文 09 呂函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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