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化工所 111 學年度碩一新生分表 

指導教授 辦公室 電話 碩士新生分配情形 

王大銘 一 110 3366-3006 曹定榮 黃柏瑞 蔡皓博  

王勝仕 一 117 3366-5870 蕭力行 楊玉暄 孔妤瑄  

林祥泰 二 N310 3366-1369 劉俊杰 馮力曦 楊 岳  

呂宗昕 一 112A 2365-1428 胡仕賢 尹紀倫 游濬維  

李克強 一 207 2362-2530 許涵皙 莊巧懿 陳乃暄 呂奕萱 

何國川 二 N514 2366-0739 邱品瑄 陳莆森 廖睿揚  

吳嘉文 二 N614 3366-3064 彭子芸 吳明柔 林子茗 羅偉哲 

吳紀聖 二 N510 2363-1994 葉淳霖 方睿林 陳宜均  

吳哲夫 一 211A 3366-3037 趙怡雯 洪晨誌 許秉祐  

吳乃立 一 208A 2362-7158 余佩蓁 林鉅淳 黃品誠  

徐振哲 二 N508 3366-3034 劉晏宏 陳建堤 張柏謙  

徐治平 二 N308 2363-7448 劉仲崴 錡俊綸 陳宇翔 詹 晉 

陳誠亮 一 217 2363-6194 王瑋德 沈桂生 張皓筑  

康敦彥 二 N506 3366-1767 林羿萱 許丞勛 莊佳惠 錡立唐 

陳賢燁 二 N410 3366-9476 林奕維 魏婉瑩 柯弈嘉  

陳立仁 一 210A 2362-3296 黃柏諺 李承翰 李仲淇  

陳文章 二 N608 2362-8398 劉 瑜 吳亞璇 黃子玥 牛奕捷 

游佳欣 二 N408 3366-9477 林旻萱 劉泰宏 陳芃雅 陳宇良 

童國倫 二 N612 3366-3027 陳劭宇 林浩軒 游元禛  

葛煥彰 一 208 3366-3048 張家菻 余展維 林永捷  

趙玲 二 N412 3366-3023 王奕惟 孟奕寬 吳伯安  

蔡偉博 二 N406 3366-3996 施宜萱 叢睿億 李昕宜 高振傑 

廖英志 二 N610 3366-9688 翁溢辰 郭芳辰 翁鼎泓 李承穎 

劉懷勝 一 116A 3366-3050 楊 森 蔡佳融   

諶玉真 二 N314 2366-3014 林致融 呂雅雯 李斯楷 習 鈞 

戴子安 一 212 3366-3051 蔡鳴聲 劉哲宇 龎沁靈  

謝之真 一 115 3366-3038 蘇子恩 張辰揚 蔡皓程 利昀陽 

謝學真 一 114 2363-3097 李騏睿 余孟錚   

藍崇文 一 215 3366-4190 胡昇旻 洪世觀 崔立言 黃鉦翔 

游琇伃 二 N312 3366-3036 郭俊佑 林宗明 謝喆崴  

闕居振 二 N606 3366-1734 楊媮婷 施彥涵 賴音醍  

游文岳 二 N504 3366-1691 鄭 崢 陳致豪 李嘉欣 黃亭維 

李奕霈 二 N416 3366-3007 皋郁祺 張平 葉丞祐  

郭修伯 一 209 3366-3066 楊博凱 李承恩 任威翰  

陳嘉晉 一 119 3366-3053 黃安榕 楊舜智 王煜祺 陳廷瑋 

林立強 一 208B 3366-7211 謝侑緯 吳彥雍 蔡明諺 翁紹瑄 

謝依芸 土木研 601 室 3366-4259 (web) 傅遠新    

吳台偉 中研院化學所 davidwu@ntu.edu.tw (web) 李柏奕    

余柏毅 二 N512 3366-1901 曾安紘 張守豐 楊鎮宇 林書亞 

更新日期： 111.09.20      

https://webpageprodvm.ntu.edu.tw/Hsieh-E3Group/
mailto:davidwu@ntu.edu.tw
https://www.chem.sinica.edu.tw/faculty/index.php?piName=dwu&lang=ch


*註：黑底表示無該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