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1梯次錄取名單 

備註一：本梯次放榜者係屬 111學年度博士班招生簡章中規定於第 1梯次放榜及提早完成考試 

之系所組，其餘系所組則於第 2梯次（5月 26日）放榜。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須依下列規定辦理網路報到手續，未依規定辦理報到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 

（一） 辦理時間： 6 月 1 日 10:00 開放網路報到~6 月 2 日 24:00 止。 

（二） 帳號請以身分證號，密碼請以出生年月日。 

（三） 網路報到不需準備文件，如係辦理〔放棄〕則需上傳身分證圖檔。 

（四） 網址：https://gra108.aca.ntu.edu.tw/DCIF/index.asp。 

二、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三、考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不同系所博士班新生者，僅得擇一系所報到就讀，否則取消其入

學資格。 

 

【111學年度第1學期核准碩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名冊】 

編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位學程 
擬逕行修讀系、所、學位學程 學號 姓名 

1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09222074 陳○叡 

2 物理系 奈米工程與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R10222006 陳○峰 

3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10222009 許○慈 

4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10222035 謝○仰 

5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10222039 黃○豪 

6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10222056 鄭○和 

7 物理系 物理學系 R10222077 鄭○仁 

8 應物所 奈米工程與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R10245003 楊○良 

9 應物所 應用物理學研究所 R10245020 呂○樟 

10 應物所 物理學系 R10245021 王○瑋 

11 應物所 應用物理學研究所 R10245023 簡○閔 

12 生化分生所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R09442009 張○成 

13 土木系水利組 土木工程學系 R09521304 邱○鴻 

14 機械系系控組 機械工程學系 R09522808 易○霈 

15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24 余○軒 

16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39 劉○霆 

17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44 孫○皓 

18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47 胡○緯 

https://gra108.aca.ntu.edu.tw/DCIF/index.asp


編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位學程 
擬逕行修讀系、所、學位學程 學號 姓名 

19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77 張○富 

20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083 胡○嫚 

21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09524104 黃○堯 

22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10524023 陳○涵 

23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10524060 凌○研 

24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10524086 劉○鑫 

25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10524114 陳○  

26 化工系 化學工程學系 R10524120 林○翔 

27 工科海洋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R09525118 張○宸 

28 工科海洋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R10525021 五十○○姬(僑生) 

29 工科海洋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R10525040 程○鈜 

30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09527035 許○霆 

31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003 趙○鈞 

32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006 詹○誌 

33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017 曾○育 

34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061 姚○恩 

35 材料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081 陳○瑄 

36 材料系應材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09527A05 莊○合 

37 材料系應材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R10527A06 陳○任 

38 醫工系 醫學工程學系 R09528022 施○娸 

39 應力所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R09543039 張○萱 

40 高分子研究所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R10549022 李○方 

41 農化系 農業化學系 R10623019 莊○儒 

42 動物科技系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R10626011 藍○祥 

43 食科所 生物科技研究所 R09641015 盧○  

44 流預所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R10849002 陳○文 

45 環職所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R08852007 陳○青 

46 環職所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R10852007 劉○綱 

47 資工系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09922005 黃○博 

48 資工系 資訊工程學系 R09922005 黃○博 

49 資工系 資訊工程學系 R09922029 彭○瑄 

50 資工系 資訊工程學系 R09922052 黃○輝 

51 資工系 資訊工程學系 R09922184 許○捷 

52 光電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09941001 楊○承 

53 光電所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 R09941030 劉○華 



編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位學程 
擬逕行修讀系、所、學位學程 學號 姓名 

54 光電所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R09941043 林○崴 

55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09942002 林○翰 

56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10942003 林○世 

57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10942004 葉○瑋 

58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10942084 陳○瑋 

59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10942114 梁○禎 

60 電信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R10942182 孔○郁 

61 電子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08943184 蔡○鴻 

62 電子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09943018 陳○宇 

63 電子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10943046 楊○燊 

64 電子所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 R10943059 周  ○ 

65 電子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10943071 熊○凱 

66 電子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R10943076 高○憶 

67 生化科學所 生化科學研究所 R10B46015 黃○容 

68 系統生物學程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 R09B48007 孫○望 

6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機械工程學系 M11003107 廖○倫 

 

【111學年度第1學期核准學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名冊】 

編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位學程 
擬逕行修讀系、所、學位學程 學號 姓名 

1 機械工程學系 醫學工程學系 B07502063 游○澔 

2 工科海洋學系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 B07505048 祁○昀 

3 工科海洋學系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B07605083 廖○騏 

4 生命科學系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 B07B01007 陳○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