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系別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 王翊瑄

2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黃玟宜

3 外國語文學系 林家衛

4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張芳瑜

5 歷史學系 呂政穎

6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楊庭禎

7 農藝學系 謝智宇

8 園藝學系 洪世勳

9 森林學系 陳美吟

10 森林學系 孫浩宸

11 應用經濟學系 張育綾

12 植物病理學系 邱郁萱

13 昆蟲學系 陳覽繽

14 動物科學系 洪瑋澤

15 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資庭

16 水土保持學系 殷祥玲

17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蘇沛蓁

18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林承頴

19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魏心愉

20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趙憶憫

21 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葉麗熙

22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紀家明

23 化學系 魏豪廷

24 應用數學系 謝品瑄

25 應用數學系 謝宏笙

26 物理學系 李芳瑜

27 土木工程學系 劉彩婷

28 土木工程學系 蔡孟軒

29 機械工程學系 陳政豪

30 機械工程學系 黃靖瑋

31 環境工程學系 蕭毅廷

32 化學工程學系 陳冠廷

3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昶翰

34 生命科學系 陳妍媛

35 生命科學系 張卉仙

36 獸醫學系 郭姿吟

37 獸醫學系 許針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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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財務金融學系 蘇郁涵

39 企業管理學系 張育甄

40 會計學系 鄭意晴

41 資訊管理學系 李炳翰

42 行銷學系 陳寰綸

43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黃柏傑

44 法律學系 楊佳凌

45 電機工程學系 林易佑

46 電機工程學系 洪彥霖

47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莊怡勤

序 系別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 邱楚鈞

2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郭光裕

3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施貿元

4 農藝學系 卓冠霖

5 園藝學系 宓厚德

6 森林學系 杜基歷

7 應用經濟學系 吳峻儒

8 昆蟲學系 羅永欣

9 動物科學系 林孟勳

10 土壤環境科學系 吳旻茜

11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傅家芸

12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梁孟群

13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李牧庭

14 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吳鎮宇

15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呂依軒

16 化學系 温元亨

17 應用數學系 孫偉夫

18 土木工程學系 林聖惠

19 機械工程學系 蔡逸夔

20 環境工程學系 歐陽瑞旗

21 化學工程學系 劉芷彤

2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郭乙臻

23 生命科學系 劉宇恩

24 獸醫學系 章倍瑜

25 企業管理學系 劉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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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務金融學系 王繼正

27 會計學系 羅子涵

28 行銷學系 賴雨康

29 資訊管理學系 林侑儀

30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李沂臻

31 法律學系 張正麒

32 電機工程學系 陳芑任

33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彥緯

序 系別 姓名

1 土木工程學系 劉彩婷

2 土木工程學系 吳俊緯

3 中國文學系 曾思穎

4 中國文學系 孫于鈞

5 中國文學系 郭亭君

6 化學系 陳明宏

7 外國語文學系 傅虹瑄

8 外國語文學系 郭于瑄

9 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胡鈞婷

10 企業管理學系 張育甄

11 法律學系 王麗婷

12 財務金融學系 劉庭汝

13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王溥德

14 森林學系 林祐伊

15 森林學系 周承則

16 園藝學系 洪世勳

17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沈宇軒

18 農藝學系 曾莉雅

19 電機工程學系 郭雅瑄

20 機械工程學系 蔡明倫

21 應用經濟學系 張皓評

22 獸醫學系 吳柔穎

23 獸醫學系 吳忌

備註：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植物病理學系、水土

保持學系、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物理學系未推薦。

學務處推薦之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