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博士班正、備取生入學意願登記之新生名單公告
（含登記意願之正取生及招生名額內獲遞補之備取生）

※所有新生（含已網路登記入學意願之正取生及獲遞補備取生）應於100年7月14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30～4:00）於本校行政大樓一樓大廳，完成繳
驗證件手續，未按時完成手續者，取消入學資格。繳驗證件及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請詳閱簡章說明。

※新生繳驗證件程序及日後備取生遞補業務由本校註冊組（04-22840211轉13陳小姐）負責，備取生遞補截止日為100年9月30日。

※100學年度博士班新生各類訊息公告（資料來源：本校註冊組，04-22840211） 

※新生入學各項資訊查詢連結（含註冊、報到、學費資訊、住宿...等業務單位網站連結及連絡電話 ）。

(一)、中國文學系
一般生：

正1.吳宜蓁(E1100005) 正2.許芳滋(E1100001) 正3.林叡姍(E1100016) 正4.歐陽蘊萱(E1100012)
正5.賴怡璇(E1100019)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二)、歷史學系
一般生：

正1.蔡明賢(E1300008) 正2.王文景(E1300010) 正3.張富秦(E1300004) 正4.龍如鳳(E1300009)
在職生：

正1.卓香蘭(E130001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四名；在職生一名。

(三)、財務金融學系
一般生：

正1.陳珮瀅(E2000004) 正2.蔡沛書(E2000001) 正3.郭佳玫(E200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四)、國際政治研究所
一般生：

正2.盧信吉(E2200003) 正3.周德富(E2200005)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五)、企業管理學系
一般生：

正1.彭彥瑋(E2300006) 正2.廖偉志(E2300003) 正3.郭珍貝(E2300010) 正4.趙敏陟(E2300009)
正5.林恩正(E23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六)、科技管理研究所甲組
一般生：

正1.任宛彬(E2610007) 正2.劉姿珊(E2610005) 正3.游鎮隆(E2610008)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七)、科技管理研究所乙組
一般生：

正1.何名陞(E2620003) 正2.周育弘(E2620004) 正3.魏中倫(E262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八)、農藝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郭乃瑋(E40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九)、農藝學系丙組
一般生：

正1.曾聖澧(E403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一○)、園藝學系
一般生：

正1.陳彥睿(E4100003) 正2.廖曼利(E4100001) 正3.柯炳如(E4100002) 正4.范俊傑(E4100004)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四名。

(一一)、森林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何伊喬(E4210005) 正2.李隆恩(E4210004) 正3.王青怡(E4210006)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一二)、森林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林志憲(E4220001) 正2.劉素玲(E422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一三)、應用經濟學系
在職生：

正1.沈明璋(E43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在職生一名。

(一四)、植物病理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陳雲成(E44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一五)、昆蟲學系
一般生：

正1.董耀仁(E45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一六)、動物科學系



一般生：
正1.蘇文正(E4600005) 正2.練慶儀(E4600003) 正3.游慧娟(E46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一七)、土壤環境科學系
在職生：

正1.林國禎(E47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在職生一名。

(一八)、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一般生：

正1.李岳融(E48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一九)、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甲組
一般生：

正1.謝聖國(E4910005) 正2.余諾荑(E4910001)
在職生：

正1.林昱至(E491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在職生一名。

(二○)、水土保持學系
一般生：

正1.陳志誠(E5000007) 正2.陳展裕(E5000008) 正3.陳永超(E5000005) 正4.張嘉琪(E5000006)
正5.陳威翔(E5000001) 正6.侯順耀(E5000003) 正7.謝孟如(E5000004) 正8.陳信佑(E50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八名。

(二一)、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

正1.鍾曉萍(E5100007) 正2.蔡汶哲(E5100001) 正3.林至平(E5100004) 正4.曾汶雯(E5100002)
正5.楊珺堯(E5100008) 正6.周寶嘉(E5100006) 正8.張文華(E5100010) 正9.楊楷民(E5100005)
備1.李勝智(E510001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九名。

(二二)、獸醫學系
一般生：

正1.吳宗晏(E5800003) 正2.張瑋騰(E5800006) 正3.張書豪(E5800004) 正4.劉思偉(E5800005)
正5.陳宗聖(E5800009)

在職生：
正1.陳慧如(E5800010) 正2.林剛民(E5800002) 正3.林政毅(E5800008) 正4.黃世暐(E58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在職生四名。

(二三)、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乙組
一般生：

正1.陳怡瑩(E59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二四)、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一般生：

正1.張乃云(E6000002) 正2.吳昭慧(E6000003) 正3.李貞潔(E60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二五)、化學系
一般生：

正1.呂偉毅(E6600001) 正2.林嶸凱(E6600004) 正3.張銘湘(E66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二六)、應用數學系甲Ａ
一般生：

正1.蔡至清(E6710004) 正2.王家偉(E6710005) 正3.吳俊育(E6710006) 正4.陳玉正(E6710002)
正5.陳賾思(E6710003) 正6.呂昆育(E67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六名。

(二七)、應用數學系乙組
以上共登記就讀○名。

(二八)、物理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江書賢(E68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二九)、物理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林延勳(E68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三○)、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般生：

正1.林桂英(E6900003) 正2.洪瑞文(E6900015) 正2.陳煒松(E6900016) 正4.蘇己盛(E6900002)
正5.徐培峯(E6900009) 正7.黃傳強(E6900013) 正8.王祥宇(E6900004) 正9.趙偉善(E6900005)
備3.王鑫一(E6900010) 備4.孫崇軒(E69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三一)、生命科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蔡逢光(E77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三二)、生命科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姜義軍(E7720004) 正2.彭裕婷(E7720001)



在職生：
正1.蘇琬玲(E772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在職生一名。

(三三)、生命科學系丙組
一般生：

正2.林佑融(E7730005) 正3.黃偉彰(E7730007) 正4.江建儀(E7730003) 正5.文寄銘(E7730001)
正6.王承中(E7730009)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三四)、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一般生：

正1.紀佩宜(E7800004) 正2.林佑融(E7800003) 正3.賴本航(E7800001) 正4.黃韋儒(E78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四名。

(三五)、生物化學研究所
一般生：

正1.張書恆(E790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三六)、生物醫學研究所
一般生：

正2.廖惠德(E8000008) 正3.李宜蓉(E8000001) 正4.江建儀(E8000005) 正5.邱乾善(E8000004)
正6.巫佩蓁(E8000009)

在職生：
正1.高峻凱(E8000006) 正2.田貴文(E8000007)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在職生二名。

(三七)、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游本豐(E86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三八)、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陳泰維(E8620003) 正2.蘇仁寶(E8620002) 正3.陳俊欽(E86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三九)、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以上共登記就讀○名。

(四○)、機械工程學系丁組
一般生：

正1.施俊丞(E8640004) 正2.蔡承宏(E864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四一)、土木工程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陳明錚(E8710003) 正2.詹智捷(E8710004) 正3.張倩倩(E8710007) 正4.蔡秉軒(E8710005)
正5.楊元吉(E8710006) 正6.王俊曜(E8710001) 正7.施能豪(E871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七名。

(四二)、土木工程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張仕獻(E87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四三)、土木工程學系丙組
一般生：

正1.朱英茂(E8730002) 正2.呂世傑(E8730005) 正3.何學承(E8730004) 正4.林育樞(E873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四名。

(四四)、土木工程學系丁組
一般生：

正1.鄭彩堂(E8740001) 正2.高信清(E874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四五)、環境工程學系
一般生：

正1.林靜英(E8800006) 正2.黨美齡(E8800007) 正3.彭子桓(E8800010) 正4.陳姿文(E8800008)
正6.陳梅瑩(E8800004) 正7.謝秉衡(E8800012) 備1.江奕旋(E8800013)

在職生：
正1.羅建明(E8800002) 正2.陳幼欣(E8800005)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七名；在職生二名。

(四六)、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劉晉瑋(E8910006) 正2.吳旻剛(E8910003) 正3.鍾翰(E8910008) 正4.鍾國珍(E8910001)
正5.林盈名(E8910004)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四七)、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2.陳泱億(E89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四八)、電機工程學系丙Ａ
一般生：

正1.何仁愉(E8930003) 正2.楊智翔(E8930002) 正3.江天偉(E8930004)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四九)、電機工程學系丙Ｂ
一般生：

正1.鄭淑櫻(E894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五○)、電機工程學系丁組
一般生：

正1.陳泓烈(E8950004) 正2.賴彥芳(E8950003) 正3.陳冠廷(E8950002)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五一)、化學工程學系甲組
一般生：

正1.周嘉珮(E9010002) 正2.陳俊瑋(E9010004) 正3.蕭翔仁(E9010005) 正4.陳泰元(E9010006)
正5.許家福(E901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五二)、化學工程學系乙組
一般生：

正1.陳彥文(E902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名。

(五三)、化學工程學系丙組
一般生：

正1.張原順(E9030003) 正2.謝清文(E903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五四)、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般生：

正1.鄧煥平(E9100015) 正2.劉建晏(E9100009) 正3.林佳福(E9100004) 正4.王盈婷(E9100002)
正5.陳玠宏(E9100005) 正6.許峰豪(E9100021) 正7.吳正一(E9100023) 正8.鄭惟升(E9100024)
正9.謝孟芩(E9100001) 正10.羅文麟(E9100025) 正11.林奕辰(E9100018) 正12.黃崑賓(E9100011)
正13.陳怡安(E9100022) 正14.卓昀劭(E9100007) 正15.宋寰欣(E9100003) 正16.鄞暉訓(E9100008)
正17.蔡和橙(E9100014) 正18.蔡基琮(E9100019)

在職生：
正1.黃銘湖(E9100016)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一八名；在職生一名。

(五五)、精密工程研究所
一般生：

正1.徐訓慶(E9200004) 正2.許嘉巡(E9200003)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二名。

(五六)、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學程
一般生：

正1.白金淩(E9600011) 正2.賴盈竹(E9600003) 正3.管哲雍(E9600004) 正4.彭韻芬(E9600001)
備1.游秀萍(E9600009)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五名。

(五七)、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程
一般生：

正1.邱秋閔(E9900004) 正2.莊淑錚(E9900002) 正3.蕭文榮(E9900001)
以上共登記就讀一般生三名。

以上共一般生一八五名；在職生一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