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系所 姓名 證書號碼 取得日期

1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方嘉鋒 教發字第990010226號 991002

2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黃偉傑 教發字第990010227號 991002

3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陳智偉 教發字第990010229號 991002

4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王威達 教發字第990010230號 991002

5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施三雄 教發字第990010231號 991002

6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陳冠宇 教發字第990010232號 991002

7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張庭豪 教發字第990010233號 991002

8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周柏成 教發字第990020202號 991016

9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葉秀峯 教發字第990020203號 991016

10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陳俊嘉 教發字第990020204號 991016

11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龔榮偉 教發字第990020205號 991016

12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王國賢 教發字第990020206號 991016

13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劉建凱 教發字第990020351號 991016

14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蘇筱棠 教發字第990020355號 991016

15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巫嘉豪 教發字第990030175號 991120

16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葉馨鴻 教發字第990030176號 991120

17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羅睿永 教發字第9940107號 1000326

18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姜吉亨 教發字第9940110號 1000326

19 資訊工程學系(所) 盧鼎旺 教發字第990010222號 991002

20 資訊工程學系(所) 黃定禹 教發字第990010224號 991002

21 資訊工程學系(所) 吳柏翰 教發字第990010225號 991002

22 資訊工程學系(所) 程世州 教發字第990020207號 991016

23 資訊工程學系(所) 劉志傑 教發字第990020208號 991016

24 資訊工程學系(所) 古振鴻 教發字第990030178號 991120

25 資訊工程學系(所) 林建志 教發字第990030179號 991120

26 資訊工程學系(所) 黃新堯 教發字第990030181號 991120

27 資訊工程學系(所) 林易聰 教發字第9960034號 1000429

28 資訊工程學系(所) 吳翊臺 教發字第9960035號 1000429

29 資訊工程學系(所) 謝媺育 教發字第9970021號 1000506

30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顏于欽 教發字第990010213號 991002

31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蘇祥瑜 教發字第990010214號 991002

32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劉峻辰 教發字第990010215號 991002

33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李碩修 教發字第990010216號 991002

34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林建宏 教發字第990010217號 991002

35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黎俊廷 教發字第990010218號 991002

36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薛維翔 教發字第990010219號 991002

37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朱書麟 教發字第990010220號 991002

38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黃宗智 教發字第990010221號 991002

39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林暉涵 教發字第990030183號 991120

40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施宇軒 教發字第990030184號 991120

41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郭明豪 教發字第990030185號 991120

42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賴家齡 教發字第990030186號 991120

43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李俊成 教發字第9940108號 1000326

44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蔡欣燁 教發字第9960036號 1000429

45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黃漢邦 教發字第9960037號 1000429



46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林于富 教發字第9960038號 1000429

47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李翎嘉 教發字第9960039號 1000429

48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林秉君 教發字第9960042號 1000429

49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李飛燕 教發字第9960043號 1000429

50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翁明瀚 教發字第9960046號 1000429

51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謝政佑 教發字第9960047號 1000429

52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劉健德 教發字第9970022號 1000506

53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李翰承 教發字第9970023號 1000506

54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林俞成 教發字第9970024號 1000506

55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孫浩軒 教發字第9970026號 1000506

56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黃昱嘉 教發字第9970027號 1000506

57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黃明鈺 教發字第9970049號 1000520

58 電機工程學系(所) 鍾文陽 教發字第990010194號 991002

59 電機工程學系(所) 蘇冠瑋 教發字第990010195號 991002

60 電機工程學系(所) 巫泓憲 教發字第990010196號 991002

61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國鈞 教發字第990010197號 991002

62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蔚銘 教發字第990010198號 991002

63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劉文權 教發字第990010199號 991002

64 電機工程學系(所) 葉翼萍 教發字第990010200號 991002

65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李鎧帆 教發字第990010201號 991002

66 電機工程學系(所) 藍健升 教發字第990010203號 991002

67 電機工程學系(所) 高國禎 教發字第990010204號 991002

68 電機工程學系(所) 蔡佳原 教發字第990010205號 991002

69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克銘 教發字第990010206號 991002

70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禹嘉 教發字第990010207號 991002

71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琬鎔 教發字第990010208號 991002

72 電機工程學系(所) 周冠賢 教發字第990010209號 991002

73 電機工程學系(所) 王瑞榮 教發字第990010210號 991002

74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劉偉霖 教發字第990010211號 991002

75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藝錞 教發字第990010212號 991002

76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李杰森 教發字第990020209號 991016

77 電機工程學系(所) 范銘倫 教發字第990020210號 991016

78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李佳聲 教發字第990020211號 991016

79 電機工程學系(所) 鄭貿薰 教發字第990020212號 991016

80 電機工程學系(所) 王怡雯 教發字第990020213號 991016

81 電機工程學系(所) 郭品彥 教發字第990020214號 991016

82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林仁義 教發字第990020215號 991016

83 電機工程學系(所) 楊育林 教發字第990020216號 991016

84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文彥 教發字第990020217號 991016

85 電機工程學系(所) 郭鎮源 教發字第990020219號 991016

86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林龍星 教發字第990020220號 991016

87 電機工程學系(所) 邱正揚 教發字第990020221號 991016

88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宇志 教發字第990020222號 991016

89 電機工程學系(所) 游俊彥 教發字第990020223號 991016

90 電機工程學系(所) 蘇俊銘 教發字第990020224號 991016

91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志騏 教發字第990020225號 991016



92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繼方 教發字第990020226號 991016

93 電機工程學系(所) 邱彥超 教發字第990020227號 991016

94 電機工程學系(所) 黃柏堯 教發字第990020228號 991016

95 電機工程學系(所) 塗俊達 教發字第990020229號 991016

96 電機工程學系(所) 王派益 教發字第990030187號 991120

97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明璋 教發字第990030188號 991120

98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李侑璁 教發字第990030189號 991120

99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李宗儒 教發字第990030190號 991120

100 電機工程學系(所) 柯俊源 教發字第990030193號 991120

101 電機工程學系(所) 許書銘 教發字第990030194號 991120

102 電機工程學系(所) 許嘉安 教發字第990030195號 991120

103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昭宏 教發字第990030196號 991120

104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潔瑩 教發字第990030197號 991120

105 電機工程學系(所) 游本傳 教發字第990030198號 991120

106 電機工程學系(所) 湯宏謙 教發字第990030199號 991120

107 電機工程學系(所) 黃鵬彰 教發字第990030200號 991120

108 電機工程學系(所) 黃嬿慈 教發字第990030201號 991120

109 電機工程學系(所) 楊凱竣 教發字第990030202號 991129

110 電機工程學系(所) 蔡侑霖 教發字第990030204號 991120

111 電機工程學系(所) 蕭喬翔 教發字第990030205號 991120

112 電機工程學系(所) 簡士雄 教發字第990030206號 991120

113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幼旻 教發字第9940111號 1000326

114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幃富 教發字第9940112號 1000326

115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繼安 教發字第9940113號 1000326

116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胤孜 教發字第9940114號 1000326

117 電機工程學系(所) 詹凱筌 教發字第9940115號 1000326

118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劉尚迪 教發字第9940116號 1000326

119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劉杰諠 教發字第9940117號 1000326

120 電機工程學系(所) 賴景明 教發字第9940118號 1000326

121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林宏達 教發字第9950042號 1000416

122 電機工程學系(所) 林志明 教發字第9950043號 1000416

123 電機工程學系(所) 邱伊禕 教發字第9950044號 1000416

124 電機工程學系(所) 郭弘毅 教發字第9950045號 1000416

125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俊諭 教發字第9950047號 1000416

126 電機工程學系(所) 覃業韡 教發字第9950074號 1000416

127 電機工程學系(所) 蕭博群 教發字第9950075號 1000416

128 電機工程學系(所) 楊叔軒 教發字第9960045號 1000429

129 電機工程學系(所) 唐世銘 教發字第9960075號 1000429

130 電機工程學系(所) 胡烝銘 教發字第9960076號 1000429

131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龍玥 教發字第9960077號 1000429

132 電機工程學系(所) 蔡沐翰 教發字第9960078號 1000429

133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王惠儀 教發字第990010100號 991002

134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楊智堯 教發字第990010101號 991002

135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謝宗叡 教發字第990010415號 991002

136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陳怡瑄 教發字第990020230號 991016

137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陳韻堯 教發字第990020231號 991016



138 醫學資訊研究所 賴文萱 教發字第9970020號 100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