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11/09/05

序號 學院 系所 學生姓名 備註

1 理學院 化學系 ○ Neermunda

2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莫○妮

3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何○嘉

4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Soe ○ Tun

5 生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 Wuryandani

6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介○尹

7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黃○碩

8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張○林

9 理學院 數學系 張○睿

10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徐○翔 逕博生

11 理學院 化學系 張○文 逕博生

12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林○君

9/12前補繳

學歷證件，

逾時將取消

受獎資格

13 理學院 心理學系 林○婷 逕博生

14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黃○洋

15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陳○真

16 理學院 海洋研究所 劉○延

17 理學院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 陳○婷

18 理學院 心理學系 許○萱

19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李○修

20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陳○安

21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林○嘉

22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葉○妤

23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張○成 逕博生

24 醫學院 微生物學研究所 許○庭 逕博生

25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宋○倫 逕博生

26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蘇○恩

27 醫學院 藥學系 黃○揚

28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蘇○涵

29 醫學院 腫瘤醫學研究所 謝○宏

30 醫學院 免疫學研究所 王○淳

31 醫學院 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楊○婷

32 醫學院 護理學系 陳○妏

33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程○瑄

34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蔡○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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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黃○堯 逕博生

36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林○靖

37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程○鈜 逕博生

38 工學院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柯○耀

39 工學院 應用力學研究所 張 ○
40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周○媞

41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系 曾○

42 工學院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張○恩 逕博生

43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宋○葶

4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廖○倫 逕博生

45 生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李○儀

46 生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劉○佑

47 生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楊○媛

48 生農學院 獸醫學系 蘇○儀

49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林○頻

5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方○學

51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 劉○格

52 公衛學院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劉○綱 逕博生

53 公衛學院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梁○婷

54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陳○義 逕博生

55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許○捷 逕博生

56 電資學院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許○皓 逕博生

57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姜○翰 逕博生

58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陳○宇 逕博生

59 電資學院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顏○剛

60 電資學院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楊○宏

61 電資學院 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張○衛

62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吳○儒 逕博生

63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彭○瑄 逕博生

64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盧○晏

65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楊○燊 逕博生

66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沈○言

67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蘇○瑜 逕博生

68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陳○安 逕博生

69 重點科技研

究學院
奈米工程與科學學位學程 陳○峰 逕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