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機系 107-生研究所榜單 

電機工程學系全體師生祝賀108-10-02 

編號 

博、碩士
班 

區   
分 

系、所別 
姓   
名 

畢 業 

學年度 

考取之學校研究所名稱 

(如一人同時正取數所學校
請逐一詳列，包括備取遞補

為正取之學生） 

備註 

1 博士班 電機系 陳冠伯 107 
逢甲大學電機與通訊工程  

博士學位學程 

  

2 碩士班 電機系 陳願丞 107 

中央大學光電所 

中山大學光電所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所 

陽明大學生醫光電所甲組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3 碩士班 電機系 龔威宇 107 

中山大學電機所丁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電力與電能組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4 碩士班 電機系 宋浩維 107 

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所 

中正大學光機電所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5 碩士班 電機系 吳冠儒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成功大學電機所戊組 

中山大學通訊所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信號與通訊組 

甄試通過 

6 碩士班 電機系 張瑞凱 107 
中央大學電機所電波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電磁晶片組 

甄試通過 

7 碩士班 電機系 龔家和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成功大學電機所戊組 

成功大學通訊所丙組 

中山大學通訊所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信號與通訊組 

甄試通過 

8 碩士班 電機系 賴詠新 107 中山大學電機所丁組 甄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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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碩士班 電機系 彭柏豪 107 中央大學光電所 甄試通過 

10 碩士班 電機系 蔡柏慶 107 中山大學資工所乙組 甄試通過 

11 碩士班 電機系 黃俊升 107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中央大學光電所 

甄試通過 

12 碩士班 電機系 陳韋村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13 碩士班 電機系 林欣瑜 107 

台灣大學光電所 

交通大學光電所 

交通大學電子所 

中央大學電機所 

中央大學光電所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丙組 

甄試通過 

14 碩士班 電機系 洪秉豪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己二
組 

甄試通過 

15 碩士班 電機系 陳君瑋 107 

中正大學機械所光機電整
合組 

台灣科技大學光電所 

逢甲大學電機所 

逢甲大學電子所 

甄試通過 

16 碩士班 電機系 楊家乘 107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甲組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17 碩士班 電機系 陳冠伶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甄試通過 

18 碩士班 電機系 江銘裕 107 成功大學電機所丙組 甄試通過 

19 碩士班 電機系 蘇羿達 107 中央大學光電所 甄試通過 

20 碩士班 電機系 洪浩維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1 碩士班 電機系 詹昇韋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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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碩士班 電機系 蔡承軒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3 碩士班 電機系 賴彥銅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4 碩士班 電機系 施昇昀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5 碩士班 電機系 周洪達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6 碩士班 電機系 黃俊融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7 碩士班 電機系 蔡東霖 107 

台灣大學光電所 

清華大學光電所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成功大學電機所甲組 

成功大學光電所 

成功大學微電子所 

中央大學光電所 

中山大學光電所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28 碩士班 電機系 許蕙瀅 107 

台灣大學電機所乙組 

清華大學電機所甲組 

成功大學電機所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丁組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甲組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所乙組 

甄試通過 

29 碩士班 電機系 洪瑋廷 107 

中央大學光電所 

中山大學光電所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丙組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30 碩士班 電機系 鄭凱鴻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31 碩士班 電機系 楊昀庭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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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碩士班 電機系 凌一仁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33 碩士班 電機系 張恩睿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甄試通過 

34 碩士班 電機系 王仲倫 107 

清華大學電子所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成功大學微電子所 

中山大學電機所甲組 

中央大學電機所固態組 

  

35 碩士班 電機系 賴奎璁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成功大學光電所 

成功大學電機所甲組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中山大學電機所電波組 

中央大學電機所電波組 

  

36 碩士班 電機系 李洋明 107 

清華大學工科所丁組 

成功大學光電所乙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電磁晶片組 

中央大學光電所 

中興大學電機所丁組 

  

37 碩士班 電機系 陳又升 107 

清華大學工科所丁組 

成功大學電機所甲組 

成功大學光電所乙組 

中央大學光電所 

  

38 碩士班 電機系 高承豪 107 

成功大學電通所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中正大學電機所電磁晶片組 

  

39 碩士班 電機系 盧冠勳 107 
成功大學光電所乙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40 碩士班 電機系 郗靖加 107 
中央大學光電所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丙組 

  

41 碩士班 電機系 施養志 107 中山大學電機所電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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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碩士班 電機系 徐豪謙 107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所丙組 
  

43 碩士班 電機系 李建邦 107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所丙組 
  

44 碩士班 電機系 林弘哲 107 

清華大學電子所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成功大學微電子所 

中央大學電機所固態組 

中山大學電機所甲組 

  

45 碩士班 電機系 方奕勳 107 

成功大學光電所乙組 

中山大學光電所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46 碩士班 電機系 李冠霖 107 
交通大學電機所甲組 

成功大學電機所丁組 

  

47 碩士班 電機系 王佳婕 107 
清華大學光電所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乙一組 

  

48 碩士班 電機系 吳  哲 107 清華大學電子所 
  

49 碩士班 電機系 張靖杭 107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所能源組 
  

50 碩士班 電機系 李亭儀 107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戊組 
  

51 碩士班 電機系 廖展德 107 英國愛丁堡大學電力所 
  

52 碩士班 電機系 林育民 107 中興大學電機所丁組 
  

53 碩士班 電機系 巫聖宏 107 中正大學光機電整合所 
  

54 碩士班 電機系 沈丹佳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55 碩士班 電機系 許容濱 107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已二組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所 

  

56 碩士班 電機系 楊士奇 107 交通大學電信所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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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碩士班 電機系 洪至恩 107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58 碩士班 電機系 林家齊 107 中山大學電機所戊組 
  

59 碩士班 電機系 李政傑 107 
中正大學電機所電力與電能
組 

  

60 碩士班 電機系 黃鏡瑋 107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乙一組 
  

61 碩士班 電機系 江翰賢 107 高雄大學電機所通訊組 
  

62 碩士班 電機系 陳兆發 107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南交) 

成功大學電機所甲組 

成功大學電通所丙組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己組 

  

63 碩士班 電機系 周靖倫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64 碩士班 電機系 黃智偉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65 碩士班 電機系 黃子維 107 逢甲大學電機所 
  

66 碩士班 電機系 朱科守 106 逢甲大學電機所 
  

67 碩士班 電機系 莊順評 106 逢甲大學電機所 
  

全系（所）合計博士班正取人數：1人，人次：1人。 

全系（所）合計碩士班正取人數：66人，人次：14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