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系別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 曾湧淨

2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張菀宸

3 外國語文學系 潘姿羽

4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陳思瑋

5 歷史學系 陳俊華

6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石珮欣

7 農藝學系 黃郁文

8 園藝學系 郭怜伶

9 森林學系 賴韋同

10 森林學系 程顯泰

11 應用經濟學系 鄭學濂

12 植物病理學系 張怡貞 

13 昆蟲學系 張修齊

14 動物科學系 林芷辰

15 土壤環境科學系 馮云萱

16 水土保持學系 王楨智

17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許婷羽

18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劉文凱

19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吳佩珊

20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林暄梅

21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劉韋辰

22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蔡明宸

23 化學系 陳羿心

24 應用數學系 王軒宇

25 應用數學系 莊沅璟

26 物理學系 陳慶燁

27 土木工程學系 李子婕

28 土木工程學系 陳柏安

29 機械工程學系 林原廷

30 機械工程學系 何俊頡

31 環境工程學系 蔡宇傑

32 化學工程學系 李瑜觀

3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楊旻蓉

34 生命科學系 趙萱

35 生命科學系 林國聖

36 獸醫學系 謝宛儒

37 獸醫學系 許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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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財務金融學系 盧紫涵

39 企業管理學系 林韋全

40 會計學系 唐平悅

41 資訊管理學系 陳成峯

42 行銷學系 藍湘瑩

43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劉憲鋐

44 法律學系 胡心儒

45 電機工程學系 盧長宏

46 電機工程學系 葉冠呈

47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鄭筠庭

序 系別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蔡宜靜

2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林宗緯

3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張文豪

4 農藝學系 汪鈺唐

5 園藝學系 廖柏瑋

6 森林學系 朱銘允

7 應用經濟學系 姚東岳

8 植物病理學系 黃子恆

9 昆蟲學系 張書銘

10 土壤環境科學系 王詠平

11 水土保持學系 謝品寬

12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徐碩甫

13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廖峰毅

14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欒景禹

15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黃芊綾

16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張益誠

17 化學系 蔡樵

18 土木工程學系 莊忠翰

19 機械工程學系 莊承諭

20 環境工程學系 黃啟瑞

21 化學工程學系 黃愛玲

2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琇鈺

23 生科系 藍世裕

24 獸醫學系 陳維哲

25 財務金融學系 王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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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企業管理學系 臧文安

27 會計學系 陳昭宇

28 資訊管理學系 陳成峯

29 行銷學系 鄧齊玹

30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廖唯能

31 法律系 王又陞

32 電機工程學系 林鴻毅

33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董欣謙

序 系別 姓名

1 歷史學系 賈憶瑩

2 歷史學系 游金川

3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高玉翰

4 農藝學系 吳彥霂

5 植物病理學系 曾思瑜

6 昆蟲學系 趙香婷

7 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煥聰

8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林大方

9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翁瀅堤

10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尤子澔

11 應用數學系 陳俊霖

12 應用數學系 丘慶安

13 化學系 謝嘉瑜

14 物理學系 謝家靖

15 土木工程學系 歐哲瑋

16 土木工程學系 孫偉傑

17 機械工程學系 謝世彬

18 獸醫學系 傅承慶

19 企業管理學系 李羿寰

20 行銷學系 陳品均

21 電機工程學系 歐宇軒

備註：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動物科學系、國際農企業

學士學位學程、應用數學系、物理學系等7個學系未推薦。

學務處推薦之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