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中文姓名 系別

1 申韵岑 中國文學系

2 陳玉櫻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3 黃姿婷 外國語文學系

4 鄭淑文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5 陳淳暄 歷史學系

6 洪鳳珠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7 李翊睿 農藝學系

8 李慎耘 園藝學系

9 鄧有涵 森林學系

10 林佩真 森林學系

11 陳宓 應用經濟學系

12 洪瑞辰 植物病理學系

13 陳宥均 昆蟲學系

14 蕭語彤 動物科學系

15 梁喬堡 土壤環境科學系

16 陳亮任 水土保持學系

17 吳靖蓉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8 莊亦鈞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19 張舒婷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20 何語珊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21 范佳菈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22 楊智凱 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3 吳淳輔 化學系

24 段宜辰 應用數學系

25 王溆瑄 應用數學系

26 凃佩妤 物理學系

27 林楷席 土木工程學系

28 黃珮芸 土木工程學系

29 張耿憲 機械工程學系

30 吳晨仕 機械工程學系

31 張育綺 環境工程學系

32 廖睿揚 化學工程學系

33 蔡政儒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4 林凱晴 生命科學系

35 蔡子云 生命科學系

36 連偉成 獸醫學系

37 陳悅平 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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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謝宜芳 財務金融學系

39 許富倫 企業管理學系

40 鄭盈姍 會計學系

41 陳玟璇 資訊管理學系

42 吳芝瑩 行銷學系

43 江念恩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44 劉湘淇 法律學系

45 徐博泰 電機工程學系

46 陳宥嘉 電機工程學系

47 方郁婷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序 中文姓名 系別

1 謝秀均 中國文學系

2 吳東燦 外國語文學系

3 劉洧丞 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4 林楚軒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5 王鼎 農藝學系

6 曾緹湄 園藝學系

7 陳品言 森林學系

8 廖珮安 應用經濟學系

9 張晁瑄 植物病理學系

10 王冠文 昆蟲學系

11 林耕宇 動物科學系

12 邱倢寧 土壤環境科學系

13 楊政霖 水土保持學系

14 謝姍倪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5 曹恂如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16 朱晉廷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7 黃嘉蒂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18 李梅雪 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9 柯幸辰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20 林諠 化學系

21 翁祐祥 應用數學系

22 李承鴻 土木工程學系

23 楊佳翰 機械工程學系

24 張育綺 環境工程學系

25 莊鈞堡 化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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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康博翔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7 鄭明杰 生命科學系

28 林炫佑 獸醫學系

29 蔡宗翰 企業管理學系

30 曾德九 財務金融學系

31 宋浩學 會計學系

32 劉庭妤 行銷學系

33 王士芫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34 莊翔宇 法律學系

35 郭俊廷 電機工程學系

36 李沛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序 中文姓名 系別

1 高國翔 土木工程學系

2 吳懿庭 土壤環境科學系

3 黃子洛 土壤環境科學系

4 孫歆瑩 中國文學系

5 蔡智霖 中國文學系

6 王晨晏 化學系

7 劉力綺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8 王淮丞 生命科學系

9 吳奕慶 生命科學系

10 蔡丞玟 生命科學系

11 吳偉盛 企業管理學系

12 黃芷玲 企業管理學系

13 歐廷恩 企業管理學系

14 黃大綱 昆蟲學系

15 朱暢音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16 李采容 森林學系

17 葉又嘉 植物病理學系

18 甘凱仁 園藝學系

19 李燕融 園藝學系

20 張宇欣 農藝學系

備註：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歷史學系、物理學系、資

訊管理學系未推薦

學務處推薦之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