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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08 學年度獎助金生錄取名冊 

 序 錄取專長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錄取本院單位 

1 材料光電 吳○瑜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2 材料光電 張○睿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3 材料光電 施○安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所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4 材料光電 徐○媛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化學研究所 

5 機電與控制 吳○竹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6 機電與控制 林○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 航空研究所 

7 機電與控制 洪○凱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系 化學研究所 

8 機電與控制 陳○平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航空研究所 

9 機電與控制 童○傑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系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10 機電與控制 黃○晏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1 機電與控制 鄭○維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2 機電與控制 羅○芸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3 熱流推進 林○芳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航空研究所 

14 熱流推進 陳○榮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系統發展中心 

15 熱流推進 陳○君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航空研究所 

16 熱流推進 郭○嫻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7 熱流推進 黃○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8 熱流推進 連○揚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19 其他(機械結構設計) 

(機械結構設計) 

陳○均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飛彈火箭研究所 

20 電子電機資訊 魏○達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國防科學研究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21 電子電機資訊 陳○謙  國立交通大學 電信工程 

研究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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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電機資訊 陳○依 中原大學 電子系 

晶片設計組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23 電子電機資訊 蔡○霆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24 電子電機資訊 范○軒  國立交通大學 電信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25 電子電機資訊 蔡○穎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26 電子電機資訊 許○元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27 電子電機資訊 邱○瑄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電機電子工程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28 電子電機資訊 彭○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 

工程所 

資訊管理中心 

29 電子電機資訊 黃○婷 元智大學  電機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30 電子電機資訊 劉○蘴 元智大學  電機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31 電子電機資訊 陳○勳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32 電子電機資訊 徐○傑 元智大學  電機系 系統維護中心 

33 電子電機資訊 張○宏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系微電子工程研

究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34 電子電機資訊 余○宏 元智大學  電機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35 電子電機資訊 蔡○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36 電子電機資訊 陳○均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37 電子電機資訊 李○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電子工程

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38 電子電機資訊 葉○榮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39 電子電機資訊 潘○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飛彈火箭研究所 

40 電子電機資訊 簡○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41 電子電機資訊 蘇○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物理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42 電子電機資訊 涂○元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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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電子電機資訊 李○真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44 電子電機資訊 黃○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系統維護中心 

45 電子電機資訊 梁○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46 電子電機資訊 楊○河 逢甲大學  電子所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47 電子電機資訊 余○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所資訊組 資訊通信研究所 

48 電子電機資訊 古○晏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49 電子電機資訊 游○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50 電子電機資訊 吳○澄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電子組 資訊通信研究所 

51 電子電機資訊 劉○涵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52 電子電機資訊 彭○函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 

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53 電子電機資訊 康○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 

研究所 

電子系統研究所 

54 電子電機資訊 温○瑜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55 電子電機資訊 謝○紳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56 電子電機資訊 曾○庭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57 電子電機資訊 張○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所 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58 電子電機資訊 陳○豐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安全 

研究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59 電子電機資訊 黃○弘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60 電子電機資訊 曾○倫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 

博士班 

電子系統研究所 

61 電子電機資訊 陳○如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航太工程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62 電子電機資訊 林○嵐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飛彈火箭研究所 

63 電子電機資訊 俞○文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08 學年度獎助金生錄取名冊 

 序 錄取專長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錄取本院單位 

64 電子電機資訊 詹○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65 電子電機資訊 許○軒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 電子系統研究所 

66 電子電機資訊 關○凱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 資訊通信研究所 

67 電子電機資訊 邱○震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68 電子電機資訊 黃○魁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 

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69 電子電機資訊 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管理中心 

70 電子電機資訊 張○豪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電機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71 電子電機資訊 林○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系統製造中心 

72 電子電機資訊 曾○凱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學科及海洋工程

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73 電子電機資訊 莊○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通信研究所 

74 電子電機資訊 郭○巖  國立交通大學 電信系 電子系統研究所 

75 電子電機資訊 李○泰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

所 

資訊通信研究所 

76 電子電機資訊 潘○融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暨海洋工程 資訊通信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