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獎名稱 學院 科系 獲獎人姓名 指導老師
1 博士生傑出獎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廖勿渝 李恩瑞
2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土環學群)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古曼寧(Aji Kusumaning Asri) 吳治達
3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土環學群) 土木工程學系 何陽多(Yanuar Haryanto) 胡宣德
4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土環學群) 環境工程學系 謝易瑾 侯文哲
5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土環學群)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阮文孟(Manh Van Nguyen) 林昭宏
6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化材學群) 化學工程學系 林佳儀 吳意珣
7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化材學群) 化學工程學系 方文郁(Sefli Sri Wahyu Effendi) 吳意珣
8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能源工程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倪芮(Ria Aniza) 陳維新
9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工程科學系 柯建亘 傅龍明

10 博士生傑出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機械工程學系 余忠宥 鍾震桂
11 博士生傑出獎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王家慶 郭泰豪
12 博士生傑出獎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賴柏成 林志隆
13 博士生傑出獎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丁羅邦芸 莊坤達
14 博士生傑出獎 規劃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張虔祥 林彥呈
15 博士生傑出獎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黎安雅(Artya Lathifah) 謝中奇
16 博士生傑出獎 規劃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所 王樂斯 劉世南、龔俊嘉
17 博士生傑出獎 社會科學院 心智科學原理與應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張焜棠 楊政達
18 博士生傑出獎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柯翰宇 郭瑋君
19 博士生傑出獎 醫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 陳思穎 黃柏憲
20 博士生傑出獎 醫學院 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姿羽 王應然、顏賢章
21 博士生傑出獎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張立展 蘇文彬
22 博士生傑出獎 醫學院 公衛所博士班 廖家德 莊佳蓉
23 博士生傑出獎 醫學院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 楊珺婷 歐凰姿

獲獎名稱 學院 科系 獲獎人姓名 指導老師
1 博士生優良獎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阮氏垂(Nguyen Thi Thuy) 蔡錦俊
2 博士生優良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機械工程所 伍思縈(Ng Si Yen) 林啟倫
3 博士生優良獎 工學院(化材學群) 化學工程學系 林宇杏 鄧熙聖
4 博士生優良獎 工學院(化材學群)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石立中 陳貞夙
5 博士生優良獎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林昭廷 林家祥
6 博士生優良獎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沙拉溫(Sarawut Kankham) 侯建仁
7 博士生優良獎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奈娜法(Netnapha Chamnisampan) 吳政翰
8 博士生優良獎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翁佩詒 蘇慧貞、吳治達
9 博士生優良獎 醫學院 基礎醫學所 王孝瑄 張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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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稱 學院 科系 獲獎人姓名 指導老師
1 博士後傑出獎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哈明爾(Amir Hassanfiroozi) 吳品頡
2 博士後傑出獎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鍾泓璟 曾碩彥
3 博士後傑出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施德魯(Dhrubajyoti Das) 莊漢聲
4 博士後傑出獎 工學院(機械學群) 航太系 李冠廷 陳維新
5 博士後傑出獎 工學院(化材學群) 化學工程學系 文奇(Shanmuganathan Venkatesan) 李玉郎
6 博士後傑出獎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鄭敦維 謝孫源
7 博士後傑出獎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陳若瑜 洪良宜
8 博士後傑出獎 醫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系 毛彬旭 涂庭源
9 博士後傑出獎 醫學院 婦產學科 林長霓 許耿福

獲獎名稱 學院 科系 獲獎人姓名 指導老師
1 博士後優良獎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鍾雨潔 張景皓
2 博士後優良獎 工學院(土環學群) 環境工程學系 吳怡儒 黃良銘
3 博士後優良獎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古嵐雅(Ramya Kumar) 王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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