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級/人數 序號 姓名 學院 系所

1 葉豐輝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 劉金源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3 翁慶昌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4 鄭東文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5 張家宜 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6 彭維鋒 理學院 物理學系

7 張麗秋 工學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8 陳麗華 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9 姚忠達 工學院 建築學系

1 張正興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2 范素玲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3 蔡慧駿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4 李祖添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5 郭經華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6 翁明賢 國際研究學院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 李奇旺 工學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2 洪振湧 理學院 物理學系

3 張　煖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4 陳登豪 理學院 化學學系

5 王伯昌 理學院 化學學系

6 董崇禮 理學院 物理學系

7 謝仁傑 理學院 化學學系

8 李世元 理學院 化學學系

9 謝忠宏 理學院 化學學系

10 蔡孝忠 工學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11 葉炳宏 理學院 物理學系

12 徐秀福 理學院 化學學系

13 江正雄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4 董崇民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5 鄭廖平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6 林志興 理學院 化學學系

17 劉寅春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8 洪勇善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19 許駿飛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20 黃一峯 商管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21 莊程豪 理學院 物理學系

22 杜昭宏 理學院 物理學系

23 林其誼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24 蕭富元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5 施增廉 理學院 化學學系

26 施盛寶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27 彭晴玉 工學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28 林孟山 理學院 化學學系

29 賴偉淇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0 鄭啟斌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31 潘慧玲 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32 林千代 理學院 數學學系

33 陳志欣 理學院 化學學系

34 溫裕弘 商管學院 運輸管理學系

35 包正豪 全球發展學院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500萬元以上/9人

300-500萬元/6人

100-300萬元/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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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簡義杰 工學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37 郭忠勝 理學院 數學學系

38 麥朝成 商管學院 產業經濟學系

39 楊定揮 理學院 數學學系

40 李揚漢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41 黃仁俊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42 羅元隆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43 徐新逸 教育學院 教育科技學系

1 凃瀞珽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2 陳智華 商管學院 經濟學系

3 廖述賢 商管學院 管理科學學系

4 劉國欽 理學院 物理學系

5 牛仰堯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6 何佳玲 商管學院 保險學系

7 應宜雄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8 黃煌文 全球發展學院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9 孫嘉祈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10 蔡志群 理學院 數學學系

11 衛信文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2 林雯瑤 文學院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3 陳佩筠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100-300萬元/43人

近5年累計金額達250萬

元/13人

合計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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