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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110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 

第1梯次放榜正、備取生名單 

備註一：榜單內容如有爭議，以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正式公告為準。  

備註二：第1梯次僅碩士班甄試招生之部份系所放榜（見簡章規定於第1梯次放榜者）。

其餘系所組於第2梯次（11月18日星期三）放榜，各系所之放榜梯次請查閱簡

章。 

【正、備取生注意事項】 

一、正、備取生應於報到時間內依規定辦理網路報到手續，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期未報
到者，正取生以放棄入學資格論，備取生以放棄遞補資格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報到，其缺額由同系所組、同身分別之已報到備取生依序遞補，如於遞
補作業截止後仍有缺額，其缺額將併入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招生名額內。 

(一) 網路報到時間： 

109年11月24日（星期二）10：00~11月26日（星期四）24：00止。 

(二) 網址：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 

(三) 網路報到時須依系統指示上傳個人數位照片電子檔(製作學生證用)，規格如
下： 

1、最近 6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為 1.5 英吋寬 × 2.0 英吋高之灰階黑白
或高階彩色影像。 

2、影像寬×高像素不得少於 450×600 pixels；掃描解析度 300~500 dpi。檔案
以 JPEG 格式儲存(副檔名 JPG)。 

二、如同時錄取正、備取多系所組時，須於網路報到時依個人意願登記分發志願順序，

分發志願順序一經填妥送出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本校

於報到截止後依各系所組缺額情形辦理備取生遞補分發，考生如同獲多所遞補資

格時，本校將依其志願順序擇1所組遞補錄取。 

三、備取生之遞補作業在同系所組且同身分別之正取生報到後尚有缺額時，始依已登

記遞補者之名次順序依序遞補，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額滿為止。 

四、本校將於109年12月2日(星期三)起於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網站公布正取生報到及

備取生遞補錄取情況，並以掛號信函寄發遞補錄取通知書予已遞補錄取之考生。 

研究生教務組網址：http://www.aca.ntu.edu.tw/ 點選「招生資訊」。 

五、本校辦理110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日為110年1月18日（星期一）

中午12：00止（未辦理一般入學考試之學系、所、學位學程，得遞補至110學年度

第1學期開學日前）。109年12月2日起至此遞補作業截止日前，若又有錄取生放棄

入學資格，本校將依各考生登記之志願順序辦理再遞補作業，並個別通知再遞補

錄取者。再遞補錄取考生因故欲放棄遞補資格時，須於接獲本校通知三日內，填

寫切結書放棄遞補維持原錄取系所組，惟考生之其他優先志願須一併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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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生於辦理報到後，如於 110 年 1 月 31 日前已具學位證書者，得於 110 年 1

月 4日至 2月 1日向本校研究生教務組申請提前於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辦理註冊

入學，其收費標準及必修科目比照 109 學年度之入學學生辦理。欲申請者，請先

至臺大課程網查詢各系所第 2學期課程開設情況。 

七、錄取考生無法於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註冊入學時繳驗學位證書(以高、特考身分

報考者繳驗及格證書，以肄業身分報考者繳驗修業證明書)之正本者，則註銷其

入學資格。 

八、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於辦理註冊入學時，須繳驗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

驗證後之學歷證件及歷年成績單正本，並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

明書（應涵蓋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若報考者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國立臺灣大學110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第一梯次放榜錄取名單 

 

系所組別：物理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2000007    陳○中                  優先錄取 

2000044    衛○瑜                  優先錄取 

2000029    張○豪                  優先錄取 

2000030    林○平                  優先錄取 

2000102    謝○仰                  優先錄取 

2000116    王○揚                  優先錄取 

2000027    李○怡                  優先錄取 

2000129    陳○佑                  優先錄取 

2000087    蔡○愷                  優先錄取 

2000021    何○樵                  優先錄取 

2000108    巫○圻                  優先錄取 

2000016    姚○祺                  優先錄取 

2000045    陳○融                  優先錄取 

2000041    陳○伶                  優先錄取 

2000076    林○軒                  優先錄取 

2000069    梁○青                  優先錄取 

2000025    許○慈                  優先錄取 

2000032    謝○閔                  優先錄取 

2000085    盧○軒                  優先錄取 

2000017    陳○峰                  優先錄取 

2000011    陳○儒                  優先錄取 

2000024    謝○研                  優先錄取 

2000004    周○均                  優先錄取 

2000035    謝  ○                  優先錄取 

2000013    沈○德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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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28    沈○臻                  優先錄取 

2000057    曾○恩                  優先錄取 

2000101    蘇○傑                  優先錄取 

2000060    傅  ○                  優先錄取 

2000084    洪○群                  優先錄取 

2000114    黃○豪                  優先錄取 

2000103    吳○穎                  優先錄取 

2000081    邱○彬                  優先錄取 

2000047    黃○婷                  優先錄取 

2000086    鍾○穎                  優先錄取 

2000134    廖○碩                  優先錄取 

2000055    程○榕                  優先錄取 

2000067    蘇○                  優先錄取 

2000036    顧○升                  優先錄取 

2000033    蔡○穎                  優先錄取 

2000043    陳○淇                  優先錄取 

2000111    李○琮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42名  

 

 

系所組別：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2000112    吳○華                  優先錄取 

2000079    楊○詠                  優先錄取 

2000001    廖○霖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3名  

 

 

系所組別：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2000068    黃○雲                  優先錄取 

2000052    楊○良                  優先錄取 

2000110    黃○瑋                  優先錄取 

2000094    楊○婷                  優先錄取 

2000100    黃○軒                  優先錄取 

2000077    賴○晟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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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37    李○竹                  優先錄取 

2000040    李○瑜                  優先錄取 

2000059    李○恩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9名  

 

 

系所組別：經濟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3030075    許○泰                  優先錄取 

3030013    廖○勛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2名  

 

 

系所組別：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4200002    萬○君                  正取 

4200010    陳○萱                  正取 

4200021    鄒○璇                  正取 

4200016    張○鐘                  正取 

4200004    周○羽                  正取 

4200006    施○竹                  正取 

4200015    張○卉絜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7名  

 

 

系所組別：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4230042    蘇  ○                  正取 

4230024    王○安                  正取 

4230013    莊○甯                  正取 

4230007    邱○庭                  正取 

4230095    林○君                  正取 

4230023    魏○愉                  正取 

4230065    鄧○芮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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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0044    邱○淇                  正取 

4230107    邱○維                  正取 

4230050    黃○嘉                  正取 

4230031    蔡○倫                  正取 

4230058    蒲○佑                  正取 

4230054    鄭○辰                  正取 

4230011    黃○融                  正取 

4230104    王○峰                  正取 

4230111    郭○中                  正取 

4230082    葉○岑                  正取 

4230010    林○吟                  正取 

4230026    楊○琇                  備取 

4230060    陳○岑                  備取 

4230081    陳○慈                  備取 

4230110    張○臻                  備取 

4230014    張○崴                  備取 

4230083    劉○寧                  備取 

4230055    廖○豪                  備取 

4230001    林○安                  備取 

4230017    藍○瑄                  備取 

4230049    陳○琳                  備取 

4230071    張○炫                  備取 

4230037    曹○晴                  備取 

4230018    唐○敏                  備取 

4230105    郭○修                  備取 

4230004    王○官                  備取 

4230056    陳○昕                  備取 

4230051    李○維                  備取 

4230097    林○弘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8名 備取18名  

 

 

系所組別：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4250001    魏○逸                  正取 

4250010    邱○庭                  正取 

4250011    高○庭                  正取 

4250003    闕○靜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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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0005    林○耘                  備取 

4250002    丁○緯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名 備取3名  

 

 

系所組別：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4340001    林○辰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名  

 

 

系所組別：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4370008    莊○欣                  正取 

4370007    邱○宸                  正取 

4370006    王○湞                  正取 

4370002    陳○均                  備取 

4370003    蕭○文                  備取 

4370010    曾○綸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名 備取3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固體力學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12    陳○云                  正取 

5120016    連○原                  正取 

5120045    彭○媛                  正取 

5120056    林○雋                  正取 

5120072    林○廷                  正取 

5120082    劉○瑋                  正取 

5120096    陳○霖                  正取 

5120121    邱○宏                  正取 

5120137    林○廷                  正取 

5120150    王○云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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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155    劉○開                  正取 

5120157    簡○開                  正取 

5120162    李○融                  正取 

5120166    陳○涵                  正取 

5120169    陳○                  正取 

5120171    黃○襄                  正取 

5120175    蔡○賢                  正取 

5120176    李○勳                  正取 

5120177    徐  ○                  正取 

5120178    蕭○井                  正取 

5120218    余  ○                  正取 

5120251    楊○丞                  正取 

5120258    陳○全                  正取 

5120283    歐○智文                正取 

5120284    李○杰                  正取 

5120292    羅○榮                  正取 

5120310    羅○棠                  正取 

5120312    陳○安                  正取 

5120319    王○瑜                  正取 

5120323    王  ○                  正取 

5120368    黃  ○                  正取 

5120093    陳○霖                  備取 

5120139    蔣○欣                  備取 

5120332    邱○彤                  備取 

5120007    許○俊                  備取 

5120366    林○駿                  備取 

5120018    白○瑜                  備取 

5120038    江○瑀                  備取 

5120236    王○凱                  備取 

5120094    周○宇                  備取 

5120362    呂○邑                  備取 

5120303    郭○卉                  備取 

5120297    嚴○隆                  備取 

5120013    楊○意                  備取 

5120207    葉○妤                  備取 

5120370    許○瑋                  備取 

5120017    來○禮                  備取 

5120269    洪○晉                  備取 

5120063    廖○倫                  備取 

5120195    彭○旭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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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168    黃○雯                  備取 

5120293    簡○怡                  備取 

5120359    許○境                  備取 

5120086    吳○澄                  備取 

5120184    陳○帆                  備取 

5120232    周○瀚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1名 備取25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設計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01    林○玄                  正取 

5120011    劉○祥                  正取 

5120025    陳○勳                  正取 

5120027    林○倫                  正取 

5120048    林○毅                  正取 

5120049    曾○翔                  正取 

5120069    林○庭                  正取 

5120076    陳○                  正取 

5120077    陳○程                  正取 

5120091    林○均                  正取 

5120099    周○辰                  正取 

5120110    徐○瑄                  正取 

5120134    黃○傑                  正取 

5120135    賴○叡                  正取 

5120141    潘○曈                  正取 

5120170    留○恆                  正取 

5120196    王○潤                  正取 

5120199    葉○華                  正取 

5120221    劉○元                  正取 

5120225    張○旭                  正取 

5120235    陳○卉                  正取 

5120243    葉○佑                  正取 

5120246    吳○昇                  正取 

5120260    洪○諭                  正取 

5120263    夏○蓮                  正取 

5120264    林○萱                  正取 

5120300    李○賢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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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322    鄧○宇                  正取 

5120330    鄭○程                  正取 

5120344    崔○濬                  正取 

5120298    王○勻                  備取 

5120193    彭○瑞                  備取 

5120062    蔡○宸                  備取 

5120172    呂○寧                  備取 

5120055    詹○甄                  備取 

5120191    張○恩                  備取 

5120057    林○鎧                  備取 

5120288    潘  ○                  備取 

5120202    陳○瑋                  備取 

5120248    宋○靖                  備取 

5120112    楊○翰                  備取 

5120107    陳○蓉                  備取 

5120205    陳○元                  備取 

5120350    李○樂                  備取 

5120309    張○華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0名 備取15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製造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09    林○安                  正取 

5120023    鄭○                  正取 

5120043    謝○澤                  正取 

5120053    張○淇                  正取 

5120058    周○軒                  正取 

5120083    洪○翔                  正取 

5120092    李○碩                  正取 

5120114    陳○堯                  正取 

5120115    林○詠                  正取 

5120156    李○耘                  正取 

5120159    莊○樸                  正取 

5120163    陳○綱                  正取 

5120185    傅○英                  正取 

5120186    黃○霖                  正取 

5120189    沈○弦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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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201    林○禾                  正取 

5120203    陳○于                  正取 

5120239    林○汝                  正取 

5120244    馮○恩                  正取 

5120253    許○淳                  正取 

5120265    王○宜                  正取 

5120270    楊○                  正取 

5120272    蕭○均                  正取 

5120282    邱○暘                  正取 

5120307    李○蓁                  正取 

5120311    廖○鈺                  正取 

5120320    蔡○哲                  正取 

5120325    曹○輔                  正取 

5120331    洪○宏                  正取 

5120357    林○亭                  正取 

5120363    林○霆                  正取 

5120369    蔡○儒                  正取 

5120014    陸○亦                  備取 

5120148    林○成                  備取 

5120237    洪○峰                  備取 

5120220    王○晴                  備取 

5120335    邱○軒                  備取 

5120066    陳○霖                  備取 

5120295    龐○明                  備取 

5120208    王○齊                  備取 

5120343    吳○雲                  備取 

5120262    陳○元                  備取 

5120044    張○尊                  備取 

5120277    詹○誠                  備取 

5120324    劉○瑄                  備取 

5120209    卓○瀚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2名 備取14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流體力學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10    劉○玄                  正取 

5120024    顧○宜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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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029    郭○謙                  正取 

5120039    朱○誠                  正取 

5120040    蔡○凱                  正取 

5120088    吳○軒                  正取 

5120132    蘇○倫                  正取 

5120133    林○得                  正取 

5120138    黃○彤                  正取 

5120140    辛○毓                  正取 

5120151    宋○揚                  正取 

5120165    唐○宏                  正取 

5120190    黃○棫                  正取 

5120231    郭○瑜                  正取 

5120299    魯○樂                  正取 

5120154    李○山                  備取 

5120278    許○瑜                  備取 

5120085    李○根                  備取 

5120183    何○祥                  備取 

5120124    蔡○甫                  備取 

5120089    黃○叡                  備取 

5120341    林○任                  備取 

5120031    陳○翰                  備取 

5120204    傅○傑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5名 備取9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熱學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03    賴○瑞                  正取 

5120019    易○弘                  正取 

5120054    康○欣                  正取 

5120059    江○晉                  正取 

5120070    王○民                  正取 

5120073    康○捷                  正取 

5120078    陳○瑋                  正取 

5120174    陳○廷                  正取 

5120216    高○澧                  正取 

5120259    王  ○                  正取 

5120305    林○翰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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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316    陳○維                  正取 

5120317    林○劭                  正取 

5120339    邱○緯                  正取 

5120034    陳○崧                  備取 

5120346    游○儀                  備取 

5120197    褚○任                  備取 

5120333    郭○之                  備取 

5120015    洪○瑄                  備取 

5120229    蘇○福                  備取 

5120127    吳○文                  備取 

5120206    陳○群                  備取 

5120224    張○銘                  備取 

5120098    吳○宇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4名 備取10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系統控制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20022    王○鈺                  正取 

5120026    莊○誠                  正取 

5120028    王○媛                  正取 

5120042    林○平                  正取 

5120052    李○文                  正取 

5120065    李○儒                  正取 

5120068    劉○嘉                  正取 

5120084    王○文                  正取 

5120090    洪○伶                  正取 

5120102    黃○豪                  正取 

5120103    簡○展                  正取 

5120111    許○慈                  正取 

5120123    林○萱                  正取 

5120125    陳○豪                  正取 

5120145    陳○                  正取 

5120160    王○豫                  正取 

5120167    賴○楷                  正取 

5120173    鄭○方                  正取 

5120179    許○為                  正取 

5120194    陳○文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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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213    涂○宏                  正取 

5120217    吳○鈞                  正取 

5120219    陳○苓                  正取 

5120222    蔡○儒                  正取 

5120230    宋○淮                  正取 

5120250    李○翰                  正取 

5120261    李○浤                  正取 

5120274    王○傑                  正取 

5120280    陳○宇                  正取 

5120313    蕭○亞                  正取 

5120314    陳○綸                  正取 

5120318    鄧○潔                  正取 

5120326    李○璋                  正取 

5120328    戴○寧                  正取 

5120361    陳○存                  正取 

5120164    賴○澂                  備取 

5120337    吳○彥                  備取 

5120355    陳○安                  備取 

5120047    溫○傑                  備取 

5120291    潘○仁                  備取 

5120106    張○程                  備取 

5120020    張○翊                  備取 

5120119    侯○真                  備取 

5120241    楊○儒                  備取 

5120101    楊○苡                  備取 

5120147    吳○琰                  備取 

5120290    朱○丞                  備取 

5120126    黃○維                  備取 

5120051    徐○傑                  備取 

5120100    林○葦                  備取 

5120228    吳○倫                  備取 

5120067    陳○辰                  備取 

5120050    陳○霖                  備取 

5120188    廖○淳                  備取 

5120254    李○哲                  備取 

5120104    莊  ○                  備取 

5120214    楊○婷                  備取 

5120143    王○勝                  備取 

5120149    盧○鈞                  備取 

5120240    孫○傑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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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108    黃○瑋                  備取 

5120334    李○瑩                  備取 

5120273    張○証                  備取 

5120033    李○軒                  備取 

5120136    黃○凱                  備取 

5120105    孫○珺                  備取 

5120129    甘○彰                  備取 

5120152    劉○伯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5名 備取33名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熱學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製造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30001    杜○玲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名  

 

 

系所組別：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40125    吳○昕                  優先錄取 

5140050    林○宇                  優先錄取 

5140018    簡○廷                  優先錄取 

5140052    陳○軒                  優先錄取 

5140107    莊○文                  優先錄取 

5140140    林○均                  優先錄取 

5140025    呂○祐                  優先錄取 

5140102    嚴  ○                  優先錄取 

5140128    余○安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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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0    陳○帆                  優先錄取 

5140162    簡○辰                  優先錄取 

5140017    郭○榕                  優先錄取 

5140113    凌○研                  優先錄取 

5140156    孫○廷                  優先錄取 

5140118    賴○妤                  優先錄取 

5140013    許○勤                  優先錄取 

5140046    呂○坤                  優先錄取 

5140002    鄧○志                  優先錄取 

5140058    周○勳                  優先錄取 

5140106    邱○仁                  優先錄取 

5140117    張○群                  優先錄取 

5140127    羅○榆                  優先錄取 

5140032    莊○諺                  優先錄取 

5140091    王○銘                  優先錄取 

5140147    高○峰                  優先錄取 

5140069    鄭  ○                  優先錄取 

5140145    劉○嘉                  優先錄取 

5140121    楊○硯                  優先錄取 

5140083    黃○傅                  優先錄取 

5140038    洪○偉                  優先錄取 

5140105    林○蝶                  優先錄取 

5140109    鄭○                  優先錄取 

5140173    劉○鑫                  優先錄取 

5140006    林○暐                  優先錄取 

5140067    莊○儒                  優先錄取 

5140008    蘇○瑜                  優先錄取 

5140139    闕○翔                  優先錄取 

5140086    章○綸                  優先錄取 

5140175    劉○辰                  優先錄取 

5140093    潘○欣                  優先錄取 

5140005    胡○瑄                  優先錄取 

5140166    呂○萱                  優先錄取 

5140089    陳○安                  優先錄取 

5140009    張○仁                  優先錄取 

5140167    張○恩                  優先錄取 

5140016    邱○瑜                  優先錄取 

5140180    陳○達                  優先錄取 

5140012    戴○彥                  優先錄取 

5140171    張○綺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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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036    陳○涵                  優先錄取 

5140053    范○鈞                  優先錄取 

5140160    邱○昀                  優先錄取 

5140084    陳○臨                  優先錄取 

5140010    沈○蓁                  優先錄取 

5140055    王○丞                  優先錄取 

5140020    劉○儒                  優先錄取 

5140085    胡○齊                  優先錄取 

5140026    高○山                  優先錄取 

5140119    黃○俐                  優先錄取 

5140070    邱○偉                  優先錄取 

5140155    李○瑋                  優先錄取 

5140154    謝○憲                  優先錄取 

5140126    謝○哲                  優先錄取 

5140047    余○諭                  優先錄取 

5140027    葉○光                  優先錄取 

5140130    李○昕                  優先錄取 

5140044    林○勳                  正取 

5140075    吳○均                  正取 

5140082    吳○倡                  正取 

5140051    黃○又                  正取 

5140116    許○博                  正取 

5140112    陳○義                  正取 

5140074    陸○宇                  正取 

5140054    楊○茵                  正取 

5140168    游○賢                  正取 

5140132    陳○心                  正取 

5140034    謝○澤                  正取 

5140015    呂○瑾                  正取 

5140123    林○萱                  正取 

5140024    陳○翔                  正取 

5140028    林○新                  正取 

5140056    李○勳                  正取 

5140064    李○儒                  正取 

5140178    蕭○翊                  正取 

5140110    陳○廷                  正取 

5140060    曾○嫻                  正取 

5140059    廖○杰                  正取 

5140019    蔡○惟                  正取 

5140007    陳○哲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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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79    涂○齡                  備取 

5140135    林○瑾                  備取 

5140115    劉○宇                  備取 

5140037    張○誠                  備取 

5140033    謝○寬                  備取 

5140157    張○瑄                  備取 

5140011    林○穎                  備取 

5140149    鄭○承                  備取 

5140146    曾○婷                  備取 

5140136    陳○愷                  備取 

5140023    陳○勳                  備取 

5140148    侯○諠                  備取 

5140063    吳○賢                  備取 

5140062    吳○瑋                  備取 

5140153    蘇○瑩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66名 正取23名 備取15名  

 

 

系所組別：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流體力學、船舶工程、海洋工

程、計算科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50019    林○彤                  正取 

5150036    ○瑋                  正取 

5150027    陳○怡                  正取 

5150053    林○松                  正取 

5150028    康○欣                  正取 

5150042    李○融                  正取 

5150050    楊○青                  正取 

5150057    五○嵐雪姬              正取 

5150070    林○暐                  正取 

5150011    周○宇                  正取 

5150076    林○劭                  正取 

5150008    蘇○傑                  正取 

5150016    蔡○勝                  正取 

5150025    許○瑜                  正取 

5150024    王○聖                  正取 

5150037    蘇○倫                  正取 

5150061    褚○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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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0078    游○儀                  正取 

5150048    許○瑄                  正取 

5150077    胡○鈞                  正取 

5150029    江○晉                  正取 

5150045    李○融                  正取 

5150056    蕭○井                  正取 

5150063    傅○傑                  正取 

5150003    曾○筠                  正取 

5150006    江○瑀                  正取 

5150046    黃○智                  正取 

5150020    賴○儒                  備取 

5150058    柯○辰                  備取 

5150074    梁○鄢                  備取 

5150031    吳○瑋                  備取 

5150051    陳○諭                  備取 

5150040    吳○蓉                  備取 

5150047    周○佑                  備取 

5150022    馮○倫                  備取 

5150044    陳○婷                  備取 

5150052    許  ○                  備取 

5150026    劉○濠                  備取 

5150071    蘇○丞                  備取 

5150067    吳○峰                  備取 

5150068    吳○修                  備取 

5150030    王○民                  備取 

5150065    周○辰                  備取 

5150002    蔡○凱                  備取 

5150038    謝○潔                  備取 

5150059    吳○翎                  備取 

5150034    蔡○甫                  備取 

5150039    張○琳                  備取 

5150043    葉○瑋                  備取 

5150033    陳○豪                  備取 

5150041    劉○宏                  備取 

5150060    張○翔                  備取 

5150001    裴○頎                  備取 

5150013    劉○賢                  備取 

5150004    鄭○虎                  備取 

5150066    陳○恩                  備取 

5150032    施○宏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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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7名 備取30名  

 

 

系所組別：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應用力學、結構、振動、聲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60013    李○勳                  正取 

5160005    洪○欽                  正取 

5160002    蘇○傑                  正取 

5160004    莫○賢                  正取 

5160017    吳○峰                  備取 

5160003    吳○瑋                  備取 

5160020    蔡○恩                  備取 

5160010    許○俊                  備取 

5160019    詹○達                  備取 

5160015    周○瀚                  備取 

5160008    劉○濠                  備取 

5160009    鄭○玄                  備取 

5160018    蔡○緯                  備取 

5160021    王○凱                  備取 

5160006    王  ○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4名 備取11名  

 

 

系所組別：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光電、機電、電機電子)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70004    洪○馨                  正取 

5170052    廖○誠                  正取 

5170025    張○宸                  正取 

5170031    程○鈜                  正取 

5170055    黃○新                  正取 

5170024    顏○宇                  正取 

5170056    萬○志                  正取 

5170016    宋○宇                  正取 

5170029    陳○程                  正取 

5170030    陳○存                  正取 

5170067    楊○婷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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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0041    高○霖                  正取 

5170049    余○緯                  正取 

5170051    鍾○年                  正取 

5170065    簡○偉                  正取 

5170085    吳○彥                  正取 

5170078    徐○妤                  正取 

5170033    陳○宇                  正取 

5170082    張○凱                  正取 

5170001    林○和                  正取 

5170087    李○瑩                  正取 

5170022    劉○倫                  正取 

5170046    陳○陽                  正取 

5170053    林○理                  正取 

5170058    鄭○加                  正取 

5170077    陳○蓁                  正取 

5170040    黃○能                  正取 

5170039    蕭○欣                  正取 

5170057    董○倫                  正取 

5170101    張○幃                  正取 

5170095    許○維                  備取 

5170023    黃○豪                  備取 

5170102    涂○晨                  備取 

5170038    陳○靜                  備取 

5170090    張○權                  備取 

5170054    王○舫                  備取 

5170061    蔡○穎                  備取 

5170072    吳○倫                  備取 

5170089    吳○珊                  備取 

5170018    陳○萱                  備取 

5170034    黃○遠                  備取 

5170047    李○中                  備取 

5170013    陳○嘉                  備取 

5170027    張○旭                  備取 

5170060    蕭○井                  備取 

5170080    蔡○緯                  備取 

5170017    張○程                  備取 

5170066    陳○璋                  備取 

5170028    謝○頤                  備取 

5170063    張○誠                  備取 

5170075    曾○翔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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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0045    林○平                  備取 

5170059    洪○峰                  備取 

5170007    謝○澤                  備取 

5170014    鍾○宇                  備取 

5170070    廖○淳                  備取 

5170083    侯○守                  備取 

5170071    張○之                  備取 

5170009    蘇○緯                  備取 

5170020    陳○霖                  備取 

5170003    呂○廷                  備取 

5170006    曹○智                  備取 

5170008    黃○民                  備取 

5170037    張○瑜                  備取 

5170021    孫○軒                  備取 

5170062    羅○齊                  備取 

5170098    羅○虔                  備取 

5170050    許○華                  備取 

5170073    周○弼                  備取 

5170012    鄧○銘                  備取 

5170035    賴○承                  備取 

5170069    馬○駿                  備取 

5170076    李○榮                  備取 

5170015    林○偉                  備取 

5170032    廖○任                  備取 

5170042    謝○欣                  備取 

5170091    陳○安                  備取 

5170036    藍○瑋                  備取 

5170092    林○                  備取 

5170093    馮○倫                  備取 

5170011    陳○汝                  備取 

5170043    謝○修                  備取 

5170019    陳○聖                  備取 

5170086    林○宏                  備取 

5170097    吳○軒                  備取 

5170074    林○安                  備取 

5170088    王○安                  備取 

5170002    陳○寬                  備取 

5170068    廖○傑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0名 備取5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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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丁組(主修資訊科技)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80041    林○均                  正取 

5180014    蕭○威                  正取 

5180017    莊○翰                  正取 

5180026    黃○翔                  正取 

5180040    韋○臣                  正取 

5180044    楊○瑩                  正取 

5180050    金○軒                  正取 

5180019    蔡○倫                  正取 

5180020    翁○軒                  正取 

5180027    胡○銘                  正取 

5180049    徐○淮                  正取 

5180005    呂○芳                  正取 

5180022    李○彥                  正取 

5180042    林○軒                  備取 

5180039    李  ○                  備取 

5180025    林○理                  備取 

5180023    劉○麟                  備取 

5180036    張○浤                  備取 

5180035    林○萱                  備取 

5180043    林○傑                  備取 

5180009    蕭○涵                  備取 

5180011    李○穎                  備取 

5180028    周○修                  備取 

5180003    游○菡                  備取 

5180012    廖○佑                  備取 

5180045    黃○閔                  備取 

5180037    李○慈                  備取 

5180001    曾○鈞                  備取 

5180010    陳  ○                  備取 

5180018    楊○睿                  備取 

5180048    陳○舟                  備取 

5180016    張○瑞                  備取 

5180024    賴○誠                  備取 

5180032    盧○宇                  備取 

5180034    張○凱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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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008    熊○東                  備取 

5180021    吳○恩                  備取 

5180046    彭○瑋                  備取 

5180007    劉○捷                  備取 

5180004    王○力                  備取 

5180006    陳○宏                  備取 

5180047    羅○棠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3名 備取29名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金屬、製程、陶瓷能源材料)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190049    龔○瑜                  優先錄取 

5190118    黃○雲                  優先錄取 

5190113    林○嫺                  優先錄取 

5190054    方○婕                  優先錄取 

5190015    詹○誌                  優先錄取 

5190032    李○哲                  優先錄取 

5190059    曾○育                  優先錄取 

5190004    黃○恩                  優先錄取 

5190005    趙○鈞                  優先錄取 

5190020    鍾○宏                  優先錄取 

5190036    葉○宏                  優先錄取 

5190017    駱○源                  優先錄取 

5190003    賴○羽                  優先錄取 

5190011    張○文                  優先錄取 

5190071    黃○淇                  優先錄取 

5190008    黃○凱                  優先錄取 

5190087    張○植                  優先錄取 

5190047    楊○翔                  優先錄取 

5190034    董○鈞                  優先錄取 

5190068    林○名                  優先錄取 

5190031    張  ○                  優先錄取 

5190026    謝○鈞                  優先錄取 

5190082    胡○帆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23名  

 



P24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高分子及軟質材料)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00044    李○妍                  優先錄取 

5200051    林○諺                  優先錄取 

5200050    劉○甫                  優先錄取 

5200020    梁○翊                  優先錄取 

5200033    林○妤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5名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電子材料)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10001    蔡○晉                  優先錄取 

5210038    趙○宣                  優先錄取 

5210014    張  ○                  優先錄取 

5210024    賴○蓉                  優先錄取 

5210023    余○宏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5名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國際應用材料工程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20028    黃○雲                  優先錄取 

5220013    高○哲                  優先錄取 

5220011    李○哲                  優先錄取 

5220030    林○逸                  優先錄取 

5220025    高○憶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5名  

 

 

系所組別：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科學與工程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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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0030    余○儒                  優先錄取 

5230001    孔○鳴                  優先錄取 

5230014    陳○蓁                  優先錄取 

5230031    王○閔                  優先錄取 

5230060    許○淳                  優先錄取 

5230056    蘇○升                  優先錄取 

5230043    李○謙                  優先錄取 

5230017    賴○雲                  優先錄取 

5230010    李○陽                  優先錄取 

5230052    連  ○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10名  

 

 

系所組別：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規劃與管理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30018    李○維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1名  

 

 

系所組別：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動力學或固體力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40019    林○廷                  正取 

5240053    蕭○均                  正取 

5240034    許○瑋                  正取 

5240055    黃○詒                  正取 

5240064    徐  ○                  正取 

5240056    張○凱                  正取 

5240045    李○勳                  正取 

5240020    賴○叡                  正取 

5240009    王○柔                  正取 

5240039    陳○程                  正取 

5240008    江○瑀                  正取 

5240038    莊○誠                  正取 

5240006    彭○媛                  正取 

5240075    周○涵                  正取 

5240005    謝○澤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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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0061    洪○雲                  正取 

5240017    劉○瑋                  正取 

5240048    李○頤                  正取 

5240002    鄭○                  正取 

5240026    黃○豪                  正取 

5240046    蔡○緯                  正取 

5240082    白○瑜                  正取 

5240028    陳○蓉                  正取 

5240015    蕭○井                  正取 

5240066    蔣○欣                  正取 

5240062    黃○淳                  正取 

5240052    石○豪                  正取 

5240047    葉○妤                  正取 

5240001    陳○愷                  正取 

5240042    王○云                  正取 

5240078    陳○                  備取 

5240070    黃○毓                  備取 

5240073    王○齊                  備取 

5240030    卓○瀚                  備取 

5240043    洪○峰                  備取 

5240011    周○宇                  備取 

5240065    高○修                  備取 

5240060    郭○卉                  備取 

5240025    邱○紘                  備取 

5240067    謝○潔                  備取 

5240074    鄭○韓                  備取 

5240023    吳○瑋                  備取 

5240003    陳○瑋                  備取 

5240049    許○諭                  備取 

5240068    吳○峰                  備取 

5240021    蘇○緯                  備取 

5240024    蔡○甫                  備取 

5240081    龐○明                  備取 

5240063    王○文                  備取 

5240040    彭○旭                  備取 

5240033    陳○翰                  備取 

5240051    周○瀚                  備取 

5240083    蔡○恩                  備取 

5240029    賴○蓉                  備取 

5240031    馮○恩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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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0058    洪○晉                  備取 

5240013    翁○庭                  備取 

5240016    洪○凱                  備取 

5240007    林○恆                  備取 

5240079    林○洲                  備取 

5240027    陳○豪                  備取 

5240086    王○凱                  備取 

5240050    詹○達                  備取 

5240054    楊○驊                  備取 

5240018    廖○倫                  備取 

5240057    劉○恩                  備取 

5240077    謝○昀                  備取 

5240069    高○澤                  備取 

5240059    蔡○心                  備取 

5240010    吳○澄                  備取 

5240072    吳○軒                  備取 

5240012    陳○云                  備取 

5240037    曾○育                  備取 

5240014    許○泓                  備取 

5240036    林○岑                  備取 

5240071    許○瑋                  備取 

5240022    楊○右                  備取 

5240032    陳○帆                  備取 

5240080    花○湋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0名 備取49名  

 

 

系所組別：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流體力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50029    唐○宏                  正取 

5250011    康○欣                  正取 

5250026    蘇○倫                  正取 

5250009    吳○軒                  正取 

5250003    張○曆                  正取 

5250016    王○民                  正取 

5250036    林○劭                  正取 

5250022    李○瑩                  正取 

5250021    蘇○福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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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0030    褚○任                  正取 

5250005    蔡○凱                  正取 

5250006    曾○筠                  正取 

5250007    李○根                  正取 

5250020    陳○群                  正取 

5250033    蕭○元                  正取 

5250018    黃○能                  正取 

5250015    江○晉                  備取 

5250038    游○儀                  備取 

5250019    何○祥                  備取 

5250002    林○竹                  備取 

5250017    陳○怡                  備取 

5250039    王○凱                  備取 

5250028    邱○淇                  備取 

5250025    吳○翎                  備取 

5250008    陳○崧                  備取 

5250027    林○廷                  備取 

5250013    蔡○晉                  備取 

5250004    裴○頎                  備取 

5250035    蘇○丞                  備取 

5250040    徐○辰                  備取 

5250037    傅○閔                  備取 

5250010    王  ○                  備取 

5250012    王○程                  備取 

5250023    許○明                  備取 

5250014    夏○育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6名 備取19名  

 

 

系所組別：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290046    黃○鈞                  正取 

5290016    朱○南                  正取 

5290090    蘇○云                  正取 

5290029    朱○立                  正取 

5290008    許○佑                  正取 

5290051    徐○珊                  正取 

5290068    張○綺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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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0055    王○瑄                  正取 

5290015    郭○釗                  正取 

5290010    周○安                  正取 

5290026    林○樂                  正取 

5290033    王○喬                  正取 

5290041    陳○憲                  正取 

5290047    粘○勻                  備取 

5290069    王○齊                  備取 

5290067    方○鈞                  備取 

5290102    李○瑄                  備取 

5290002    彭○祐                  備取 

5290072    周○臻                  備取 

5290052    陳○寰                  備取 

5290060    胡○崴                  備取 

5290077    吳○容                  備取 

5290017    林○洋                  備取 

5290048    許○愷                  備取 

5290095    邱○雯                  備取 

5290101    楊○皓                  備取 

5290034    范○涵                  備取 

5290063    蘇○儀                  備取 

5290076    潘○靖                  備取 

5290045    徐○陞                  備取 

5290042    黃○哲                  備取 

5290100    陳○豪                  備取 

5290044    陳○揚                  備取 

5290009    洪○澤                  備取 

5290057    白○廷                  備取 

5290007    鍾○蓁                  備取 

5290049    翁○恆                  備取 

5290027    劉○勛                  備取 

5290028    胡○晴                  備取 

5290014    林○融                  備取 

5290025    孫  ○                  備取 

5290091    張○芩                  備取 

5290065    胡○庭                  備取 

5290084    涂○愷                  備取 

5290005    伍  ○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3名 備取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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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300028    胡○揚                  正取 

5300027    朱○民                  正取 

5300034    華○綾                  正取 

5300032    林○穎                  正取 

5300013    趙○君                  正取 

5300009    吳○容                  正取 

5300014    黃○東                  正取 

5300022    姚○紅                  備取 

5300018    鄭○澂                  備取 

5300033    胡○蓁                  備取 

5300024    黃○瑋                  備取 

5300015    許○瑄                  備取 

5300001    潘○妮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7名 備取6名  

 

 

系所組別：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材料)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310001    廖○淳                  優先錄取 

5310002    葉○慈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2名  

 

 

系所組別：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電機、電子、資訊)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330002    施○丞                  優先錄取 

5330009    成○珊                  優先錄取 

5330010    陳○慈                  優先錄取 

5330018    江○陵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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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丁組(主修生物、醫、農)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340018    范○惠                  優先錄取 

5340008    楊○元                  優先錄取 

5340020    王○婕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3名  

 

 

系所組別：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5350008    林○宸                  正取 

5350058    魏○廷                  正取 

5350048    曾○婷                  正取 

5350042    陳○榕                  正取 

5350025    杜○潔                  正取 

5350034    陳○妤                  正取 

5350006    蕭○禎                  正取 

5350001    陳○臻                  正取 

5350009    魏○翔                  正取 

5350030    張○誠                  正取 

5350041    黃○又                  正取 

5350035    陳○元                  正取 

5350014    李○元                  正取 

5350026    張○綸                  正取 

5350047    李○諺                  正取 

5350003    曹○智                  正取 

5350005    廖○誠                  正取 

5350023    陳○萍                  正取 

5350018    邱○翔                  正取 

5350036    李○勳                  正取 

5350057    蔡○晉                  備取 

5350060    余○丞                  備取 

5350033    葉○棻                  備取 

5350044    李○安                  備取 

5350054    莊○揚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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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0020    徐○琳                  備取 

5350027    鄭○隆                  備取 

5350012    黃○稜                  備取 

5350053    高○芳                  備取 

5350004    洪○愷                  備取 

5350063    洪○瑋                  備取 

5350017    黃○昀                  備取 

5350065    徐○涵                  備取 

5350019    楊○瑜                  備取 

5350059    黃○璇                  備取 

5350021    吳○融                  備取 

5350031    朱○璇                  備取 

5350002    張  ○                  備取 

5350055    劉○綸                  備取 

5350007    陳○萱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0名 備取20名  

 

 

系所組別：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110017    鍾○如                  正取 

6110010    辛○蓉                  正取 

6110003    康○中                  正取 

6110021    藍○祥                  正取 

6110012    陳○廷                  正取 

6110004    蔡○雯                  正取 

6110018    黃○涵                  正取 

6110008    陳○安                  正取 

6110019    黃○芸                  正取 

6110001    賴○茵                  正取 

6110009    歐○玉                  正取 

6110027    張○庭                  正取 

6110023    洪○澤                  備取 

6110026    吳○峰                  備取 

6110005    李○珊                  備取 

6110011    陳○瑋                  備取 

6110024    李○叡                  備取 

6110025    陳○豪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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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020    黃○恩                  備取 

6110013    吳○恒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2名 備取8名  

 

 

系所組別：獸醫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基礎動物醫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170018    邱○達                  正取 

6170006    賴○柔                  正取 

6170024    陳○蓉                  正取 

6170007    蘇○傑                  正取 

6170013    簡○容                  正取 

6170023    許○涵                  正取 

6170011    蔡○珈                  正取 

6170021    楊○亞                  正取 

6170020    莊○亭                  正取 

6170014    李○芸                  正取 

6170017    蕭○美                  正取 

6170002    蔡○蓓                  正取 

6170015    周○艾                  正取 

6170009    黃○恩                  正取 

6170012    李○伶                  正取 

6170008    李○庭                  備取 

6170019    王○元                  備取 

6170026    李○靜                  備取 

6170004    陳○甄                  備取 

6170001    方○茜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5名 備取5名  

 

 

系所組別：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270002    吳○翰                  正取 

6270018    尤○傑                  正取 

6270004    蔡○安                  正取 

6270016    林○象軒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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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0005    陳○甄                  正取 

6270001    車○儀                  正取 

6270003    林○芸                  備取 

6270012    劉○綸                  備取 

6270021    簡○葳                  備取 

6270022    李○芯                  備取 

6270013    蔡○珈                  備取 

6270027    林○廷                  備取 

6270011    呂○庭                  備取 

6270031    孫○慈                  備取 

6270028    梁○群                  備取 

6270014    盧○珊                  備取 

6270006    沈○琪                  備取 

6270009    蘇○卉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6名 備取12名  

 

 

系所組別：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伴侶動物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280002    王○聞                  正取 

6280006    李○慧                  正取 

6280001    林○真                  正取 

6280011    劉○謙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4名  

 

 

系所組別：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290004    文○傑                  正取 

6290006    林○貞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名  

 

 

系所組別：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身分別：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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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320002    王○揚                  正取 

6320001    黃○翔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名  

 

 

系所組別：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6330004    鄭○涵                  正取 

6330007    楊○雯                  正取 

6330008    曾○心                  正取 

6330001    楊○淯                  正取 

6330003    陳○甄                  正取 

6330005    林○叡                  正取 

6330006    王○揚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6名 備取1名  

 

 

系所組別：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7080056    簡○涵                  優先錄取 

7080093    陳○儒                  優先錄取 

7080013    吳○淇                  優先錄取 

7080075    林○萱                  優先錄取 

7080094    胡○揚                  優先錄取 

7080116    許○筑                  優先錄取 

7080118    陳○剛                  優先錄取 

7080115    陳○甄                  優先錄取 

7080027    朱○祺                  優先錄取 

7080061    彭  ○                  優先錄取 

7080064    蕭○豪                  優先錄取 

7080181    莊○瑜                  優先錄取 

7080194    陳○宏                  優先錄取 

7080082    朱○儀                  優先錄取 

7080100    王○琳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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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15名  

 

 

系所組別：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30013    康○維                  正取 

8030025    陳○翰                  正取 

8030032    張○翔                  正取 

8030008    楊○昇                  正取 

8030036    吳○瑀                  正取 

8030052    龍○均                  正取 

8030033    陳○儀                  正取 

8030003    蔡○翰                  正取 

8030038    洪○涵                  正取 

8030014    劉○綱                  正取 

8030001    ○傑                  正取 

8030007    林○安                  正取 

8030023    余○蓉                  正取 

8030039    胡○倢                  正取 

8030034    錢○如                  正取 

8030049    詹○凱                  正取 

8030046    黃○立                  正取 

8030002    鄭○安                  正取 

8030024    王○俐                  正取 

8030031    張○翔                  正取 

8030030    謝○樺                  備取 

8030041    葉○玲                  備取 

8030040    林○蓁                  備取 

8030018    徐○又                  備取 

8030042    楊○安                  備取 

8030004    廖○加                  備取 

8030012    呂○成                  備取 

8030054    唐○翔                  備取 

8030050    郭○蓉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0名 備取9名  

 

 

系所組別：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及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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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碩士班三所聯招-京大雙聯學位組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及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碩士班三所聯招-京大雙聯學位組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及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碩士班三所聯招-京大雙聯學位組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40003    高○                  正取 

8040005    張○婷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名 備取1名  

 

 

系所組別：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60015    葉○宏                  正取 

8060034    孫○筠                  正取 

8060005    陳○文                  正取 

8060039    賴○融                  正取 

8060008    康○婷                  正取 

8060014    游○鈞                  正取 

8060009    鄧○云                  正取 

8060012    羅○晅                  備取 

8060016    張○慈                  備取 

8060033    夏  ○                  備取 

8060026    潘○湘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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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0023    呂○翎                  備取 

8060038    呂○誼                  備取 

8060019    陳○群                  備取 

8060021    李○珊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7名 備取8名  

 

 

系所組別：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主修預防醫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70006    卓○怡                  正取 

8070003    許○譯                  正取 

8070016    劉○國                  正取 

8070015    林○毅                  正取 

8070012    吳○瑀                  正取 

8070009    曾○心                  正取 

8070008    江○潔                  備取 

8070011    郭○淳                  備取 

8070025    李○儀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6名 備取3名  

 

 

系所組別：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90033    楊○蓁                  正取 

8090001    蔡○葶                  正取 

8090008    師○珊                  正取 

8090005    曹○晰                  正取 

8090027    詹○晴                  正取 

8090037    蔡○祐                  正取 

8090030    葉○嘉                  正取 

8090012    楊○真                  正取 

8090019    江○瑜                  備取 

8090028    葉○                  備取 

8090013    單○慈                  備取 

8090022    卓○郁                  備取 

8090017    莊  ○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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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計錄取:正取8名 備取5名  

 

 

系所組別：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自動控制)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10007    簡○吉                  正取 

9010061    門○臻                  正取 

9010124    毛○庭                  正取 

9010029    許○慈                  正取 

9010010    陸○儐                  正取 

9010052    張○程                  正取 

9010080    郭○瑜                  正取 

9010108    陳○涵                  正取 

9010095    許○為                  正取 

9010098    鄭○方                  正取 

9010106    謝○遠                  正取 

9010034    林○全                  正取 

9010066    賴○楷                  正取 

9010022    王○鈺                  正取 

9010041    張○捷                  正取 

9010073    陳○文                  正取 

9010088    廖○威                  正取 

9010039    熊○凱                  正取 

9010064    陳○                  正取 

9010112    蔡○憲                  正取 

9010047    朱○丞                  正取 

9010068    張○揚                  正取 

9010077    涂○宏                  正取 

9010004    江○霖                  備取 

9010037    陳○婷                  備取 

9010019    羅○宏                  備取 

9010100    宋○淮                  備取 

9010028    林○佑                  備取 

9010071    吳○琰                  備取 

9010105    賴○倫                  備取 

9010033    林○毅                  備取 

9010078    張○維                  備取 

9010046    洪○伶                  備取 



P40 
 

9010076    邱○茹                  備取 

9010027    邵○翔                  備取 

9010043    余○翰                  備取 

9010072    林○翔                  備取 

9010025    陳○景                  備取 

9010054    陳○安                  備取 

9010067    劉○庭                  備取 

9010038    黃○維                  備取 

9010090    潘○湘                  備取 

9010015    侯○毅                  備取 

9010113    陳○安                  備取 

9010122    張○翔                  備取 

9010103    林○萱                  備取 

9010109    陳○綸                  備取 

9010030    楊○翰                  備取 

9010040    許○修                  備取 

9010087    黃○叡                  備取 

9010081    馬○亦                  備取 

9010096    陳○桐                  備取 

9010102    李○哲                  備取 

9010050    周○任                  備取 

9010084    丁○祐                  備取 

9010014    劉○宏                  備取 

9010049    王  ○                  備取 

9010069    賴○澂                  備取 

9010121    葉○祈                  備取 

9010114    陳○存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3名 備取37名  

 

 

系所組別：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電力系統與電力電子)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20033    楊○蓁                  正取 

9020011    周○伶                  正取 

9020010    鍾○銘                  正取 

9020015    李○樟                  正取 

9020004    黃○家                  正取 

9020037    段○勇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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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019    吳○儒                  正取 

9020049    李○彥                  正取 

9020045    陳○盈                  正取 

9020036    劉○豪                  正取 

9020018    鍾○年                  正取 

9020013    陳○丞                  正取 

9020032    郭○辰                  正取 

9020012    邱○貴                  正取 

9020053    林○妤                  正取 

9020054    趙○安                  備取 

9020052    李○倫                  備取 

9020027    黃○偉                  備取 

9020020    吳○笙                  備取 

9020044    陳○昕                  備取 

9020031    李○軒                  備取 

9020035    王○翔                  備取 

9020038    張○騰                  備取 

9020006    黃○遠                  備取 

9020021    何○展                  備取 

9020039    吳○澄                  備取 

9020046    黃○文                  備取 

9020043    王○權                  備取 

9020005    張○源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5名 備取14名  

 

 

系所組別：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計算機科學)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30045    李○芳                  正取 

9030290    陳○霖                  正取 

9030187    翁○襄                  正取 

9030029    劉○嫻                  正取 

9030171    王○任                  正取 

9030012    張○雲                  正取 

9030202    谷○宸                  正取 

9030125    洪○評                  正取 

9030066    鐘○憲                  正取 

9030209    馮○軒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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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0262    莊○爾                  正取 

9030065    鍾○軒                  正取 

9030091    李○嘉                  正取 

9030051    陳○霖                  正取 

9030022    林○均                  正取 

9030067    林○勳                  正取 

9030120    梁○中                  正取 

9030127    呂○樺                  正取 

9030068    熊○凱                  正取 

9030097    楊○哲                  正取 

9030272    林○衛                  正取 

9030231    林○碩                  正取 

9030145    黃○楷                  正取 

9030033    劉○均                  正取 

9030040    陳○廷                  正取 

9030061    黃○堯                  正取 

9030190    吳○翰                  正取 

9030038    董○宣                  正取 

9030092    林○亞                  正取 

9030293    李○倫                  正取 

9030162    沈○聖                  正取 

9030226    鄭○承                  正取 

9030003    蕭○駿                  正取 

9030163    蔡○諺                  正取 

9030174    林○曄                  正取 

9030217    王○博                  備取 

9030227    許○譯                  備取 

9030001    陳○錚                  備取 

9030126    蔡○毅                  備取 

9030048    陳○屏                  備取 

9030100    陳○喻                  備取 

9030116    賴○文                  備取 

9030047    曾○渝                  備取 

9030057    賴○翰                  備取 

9030199    陳○叡                  備取 

9030119    張○琛                  備取 

9030136    李○榮                  備取 

9030244    孟  ○                  備取 

9030265    江○呈                  備取 

9030143    陳○安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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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0210    連○翔                  備取 

9030195    陳○佑                  備取 

9030180    蕭○宣                  備取 

9030212    呂  ○                  備取 

9030214    林○萱                  備取 

9030184    蔡○儒                  備取 

9030175    王○翰                  備取 

9030150    高○銘                  備取 

9030164    陳○文                  備取 

9030218    吳○萱                  備取 

9030224    林○昇                  備取 

9030258    羅○潔                  備取 

9030204    鄭○鴻                  備取 

9030169    潘○軒                  備取 

9030211    李○萱                  備取 

9030254    林○雲                  備取 

9030221    綦○承                  備取 

9030053    傅○威                  備取 

9030198    王○葳                  備取 

9030251    沈○鈞                  備取 

9030070    陳○洋                  備取 

9030011    魏○芸                  備取 

9030085    許○筑                  備取 

9030148    李○緯                  備取 

9030052    何○融                  備取 

9030105    郭○誠                  備取 

9030050    張○成                  備取 

9030062    方○忠                  備取 

9030109    莊○翰                  備取 

9030182    陳○融                  備取 

9030076    劉○甫                  備取 

9030081    袁○謙                  備取 

9030089    黃○欣                  備取 

9030114    魏○宇                  備取 

9030275    周○鑫                  備取 

9030036    郭○佑                  備取 

9030173    許  ○                  備取 

9030247    鄭○堯                  備取 

9030274    姜○謙                  備取 

9030271    鄭○仁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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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0106    蔣○名                  備取 

9030160    許○綾                  備取 

9030248    張○憲                  備取 

9030093    蔡○謙                  備取 

9030015    王○瑄                  備取 

9030167    羅○帆                  備取 

9030158    陳○螢                  備取 

9030225    張○晟                  備取 

9030021    張○捷                  備取 

9030034    黃○文                  備取 

9030026    李○                  備取 

9030096    吳○航                  備取 

9030049    梁○誠                  備取 

9030152    楊○安                  備取 

9030128    陳○暢                  備取 

9030010    秦○頤                  備取 

9030296    徐○憲                  備取 

9030023    劉○祐                  備取 

9030153    劉○萱                  備取 

9030179    林○民                  備取 

9030087    嚴○珊                  備取 

9030206    刁○斌                  備取 

9030111    郭○綺                  備取 

9030104    顏○宇                  備取 

9030203    侯○駿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5名 備取80名  

 

 

系所組別：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40050    賴○軒                  正取 

9040078    郭○璁                  正取 

9040019    鐘○憲                  正取 

9040012    劉○均                  正取 

9040001    陳○錚                  正取 

9040070    林○碩                  正取 

9040035    楊○睿                  正取 

9040037    蕭○宣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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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0024    袁○謙                  正取 

9040036    蔡○毅                  正取 

9040014    陳○屏                  正取 

9040039    鍾○樺                  正取 

9040043    陳○安                  正取 

9040060    王○葳                  正取 

9040071    林○逸                  正取 

9040066    劉○枘                  備取 

9040085    鍾○文                  備取 

9040079    張○遠                  備取 

9040021    林○勳                  備取 

9040004    魏○芸                  備取 

9040031    林○宇                  備取 

9040018    張○軍                  備取 

9040056    蔡○儒                  備取 

9040062    鄭○鴻                  備取 

9040048    朱○安                  備取 

9040083    高○哲                  備取 

9040092    林  ○                  備取 

9040041    陳○暢                  備取 

9040049    許○慈                  備取 

9040052    徐○廷                  備取 

9040047    楊○欣                  備取 

9040084    廖○朋                  備取 

9040053    王○翰                  備取 

9040089    江○宏                  備取 

9040025    王○翰                  備取 

9040032    郭○綺                  備取 

9040013    陳○欣                  備取 

9040045    陳○彥                  備取 

9040057    鄭○平                  備取 

9040074    劉○忻                  備取 

9040028    彭○洛                  備取 

9040081    沈○鈞                  備取 

9040093    陳○生                  備取 

9040055    吳○瑄                  備取 

9040038    黃○韋                  備取 

9040064    廖○辰                  備取 

9040069    張○賢                  備取 

9040042    胡○翔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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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0059    張○騰                  備取 

9040020    林○毅                  備取 

9040027    葉○辰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5名 備取36名  

 

 

系所組別：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70149    黃○雲                  正取 

9070170    林○軒                  正取 

9070057    戴○妮                  正取 

9070254    莊○富                  正取 

9070052    馮○維                  正取 

9070008    高○承                  正取 

9070027    彭○華                  正取 

9070214    蘇○雅                  正取 

9070255    何○緯                  正取 

9070068    陳○任                  正取 

9070092    楊○良                  正取 

9070038    詹○文                  正取 

9070236    蔡○晉                  正取 

9070093    林○榮                  正取 

9070113    林○瀚                  正取 

9070085    余○勳                  正取 

9070108    洪○仁                  正取 

9070112    王○行                  正取 

9070062    李○瑜                  正取 

9070022    方○甫                  正取 

9070053    沈○毅                  正取 

9070172    楊○婷                  正取 

9070006    陳○全                  正取 

9070205    林○道                  正取 

9070019    張○淵                  正取 

9070179    李  ○                  正取 

9070095    黃○瑋                  正取 

9070033    李○萱                  正取 

9070148    粘○恩                  正取 

9070015    李○慶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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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030    張○倢                  正取 

9070135    陳○燕                  正取 

9070126    胡○維                  正取 

9070247    陳○智                  正取 

9070031    楊○賢                  正取 

9070141    陳○伶                  正取 

9070200    莊○勛                  正取 

9070009    張○翔                  正取 

9070241    施○安                  正取 

9070182    李○山                  正取 

9070018    潘○銘                  正取 

9070198    洪○鈞                  正取 

9070063    彭○方                  正取 

9070064    陳○慈                  正取 

9070251    施○村                  正取 

9070050    林○毅                  正取 

9070245    彭○誠                  正取 

9070263    陳○綸                  正取 

9070010    黃○廷                  正取 

9070165    朱○宇                  正取 

9070213    鐘○元                  正取 

9070131    李○閎                  正取 

9070147    林○毅                  正取 

9070080    李○竹                  正取 

9070207    胡○容                  正取 

9070076    朱○亨                  正取 

9070117    曾○皓                  正取 

9070163    丁○庭                  正取 

9070129    洪○翔                  正取 

9070151    周○品                  正取 

9070208    黃○崴                  正取 

9070116    劉○皓                  正取 

9070123    華○瑋                  正取 

9070132    林○傑                  正取 

9070167    簡○偉                  正取 

9070037    林○帆                  正取 

9070160    傅○微                  正取 

9070262    周  ○                  正取 

9070226    曾○紳                  正取 

9070257    陳○妤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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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013    呂○儒                  正取 

9070152    金○宣                  正取 

9070158    洪○軒                  正取 

9070174    鄒○霖                  正取 

9070223    鄭○議                  正取 

9070155    林○融                  正取 

9070189    黃○均                  正取 

9070070    林○彤                  正取 

9070218    賴○妤                  正取 

9070159    邱○翔                  正取 

9070046    孫  ○                  正取 

9070144    趙○生                  正取 

9070100    江○毅                  正取 

9070258    林○誠                  正取 

9070143    陳○華                  正取 

9070184    周○凱                  正取 

9070194    曹○凡                  備取 

9070210    林○雅                  備取 

9070168    黃○豪                  備取 

9070073    顧○升                  備取 

9070083    李○昀                  備取 

9070239    陳○勳                  備取 

9070035    張○懿                  備取 

9070173    張○元                  備取 

9070232    黃○霆                  備取 

9070119    羅○彥                  備取 

9070238    郭○笙                  備取 

9070157    杜○呈                  備取 

9070042    王○衡                  備取 

9070230    張○貿                  備取 

9070011    許○婷                  備取 

9070140    萬○志                  備取 

9070079    藍○駿                  備取 

9070091    陳○佑                  備取 

9070153    簡○玲                  備取 

9070111    張○誠                  備取 

9070138    陳○旻                  備取 

9070040    李○謙                  備取 

9070235    郭○維                  備取 

9070082    陳○淵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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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017    鄭○文                  備取 

9070056    唐○瑜                  備取 

9070036    翁○笠                  備取 

9070242    陳○璇                  備取 

9070021    吳○宇                  備取 

9070061    余○緯                  備取 

9070114    莊○儀                  備取 

9070115    林○宏                  備取 

9070124    黃○軒                  備取 

9070118    鄭○加                  備取 

9070177    施○伶                  備取 

9070206    李○泓                  備取 

9070084    張○誠                  備取 

9070128    鍾○慈                  備取 

9070161    塗○元                  備取 

9070097    解○皓                  備取 

9070039    黃○民                  備取 

9070127    楊○蓁                  備取 

9070219    陳○亨                  備取 

9070094    黃○慧                  備取 

9070120    居○儒                  備取 

9070067    曾○耀                  備取 

9070024    林○增                  備取 

9070081    邱○穎                  備取 

9070252    劉○佑                  備取 

9070260    葉○宏                  備取 

9070014    羅○恩                  備取 

9070212    龍○璇                  備取 

9070150    鄭○哲                  備取 

9070180    曾○翔                  備取 

9070044    李○德                  備取 

9070162    黃○博                  備取 

9070104    高○倫                  備取 

9070181    李○恩                  備取 

9070190    黃○蘋                  備取 

9070211    葉○源                  備取 

9070105    張○誠                  備取 

9070028    馮○安                  備取 

9070169    黃○云                  備取 

9070248    蔡○諺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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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001    李○偉                  備取 

9070188    曾○鈞                  備取 

9070023    曹○智                  備取 

9070034    陳○煌                  備取 

9070101    蔡○澤                  備取 

9070074    畢○俊                  備取 

9070244    林○茗                  備取 

9070227    林○汎                  備取 

9070240    蕭○欣                  備取 

9070049    王○庭                  備取 

9070072    羅○吉                  備取 

9070264    葉○正                  備取 

9070185    邱○菘                  備取 

9070077    朱○安                  備取 

9070142    任○翔                  備取 

9070047    林○誠                  備取 

9070069    葉○邑                  備取 

9070204    陳○安                  備取 

9070209    李○原                  備取 

9070166    林○儒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86名 備取84名  

 

 

系所組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電波)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80003    簡○吉                  正取 

9080015    黃○呈                  正取 

9080022    郭○銘                  正取 

9080033    林○廷                  正取 

9080014    馬○傑                  正取 

9080055    吳○哲                  正取 

9080030    陳○允                  正取 

9080051    涂○宏                  正取 

9080067    梁○峰                  正取 

9080054    黃○豪                  正取 

9080025    張○豪                  正取 

9080034    蘇○欣                  正取 

9080052    陳○佑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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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0031    李  ○                  正取 

9080079    廖○林                  正取 

9080021    賴○寅                  正取 

9080060    梁  ○                  正取 

9080050    簡○合                  正取 

9080078    林○萱                  正取 

9080064    白○廷                  正取 

9080028    顏○宇                  正取 

9080013    蔡○廷                  正取 

9080002    鄭○宣                  正取 

9080005    林○世                  正取 

9080016    鍾○慈                  正取 

9080017    楊○緯                  正取 

9080065    黃○容                  正取 

9080063    陳○蓉                  正取 

9080012    葉○瑋                  正取 

9080072    許  ○                  正取 

9080062    孫○傑                  正取 

9080027    蘇○哲                  正取 

9080058    郭○全                  正取 

9080045    郭○俞                  正取 

9080071    林○庭                  正取 

9080077    黃○嘉                  正取 

9080029    蔡○倫                  正取 

9080036    林○國                  正取 

9080040    鄭○華                  備取 

9080020    曾○珩                  備取 

9080041    陳○愷                  備取 

9080069    蘇○云                  備取 

9080037    羅○彥                  備取 

9080059    林○均                  備取 

9080043    陳○倢                  備取 

9080047    戴○穎                  備取 

9080019    林○帆                  備取 

9080049    邱○雯                  備取 

9080023    童  ○                  備取 

9080004    施○文                  備取 

9080009    白○瑄                  備取 

9080007    蔡○穎                  備取 

9080024    ○怡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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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0006    林○祺                  備取 

9080026    蕭○傑                  備取 

9080042    邱○翰                  備取 

9080053    翁○昀                  備取 

9080044    趙○廉                  備取 

9080011    林○紳                  備取 

9080039    鍾○家                  備取 

9080038    李○箐                  備取 

9080001    林○智                  備取 

9080068    劉○全                  備取 

9080018    黃○民                  備取 

9080075    王○元                  備取 

9080066    劉○宜                  備取 

9080070    蔡○諺                  備取 

9080073    張○綸                  備取 

9080048    陳○璇                  備取 

9080076    王○右                  備取 

9080035    莊○儀                  備取 

9080010    黃○慧                  備取 

9080074    張○晢                  備取 

9080056    左○文                  備取 

9080061    王○安                  備取 

9080057    黃○閔                  備取 

9080008    戴○生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8名 備取39名  

 

 

系所組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090107    陳○芃                  正取 

9090031    林○勳                  正取 

9090068    陸○儐                  正取 

9090086    吳○叡                  正取 

9090112    黃○堯                  正取 

9090050    陳○善                  正取 

9090030    施○仁                  正取 

9090130    吳○寶                  正取 

9090065    葉○廷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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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073    許○翔                  正取 

9090018    邱○銘                  正取 

9090122    王○蓁                  正取 

9090028    周○宏                  正取 

9090015    王○鋒                  正取 

9090093    潘○軒                  正取 

9090061    楊○睿                  正取 

9090119    陳○竹                  正取 

9090102    鄭○鴻                  正取 

9090108    呂  ○                  正取 

9090048    楊○哲                  正取 

9090037    李○潔                  正取 

9090053    陳○瑋                  正取 

9090022    鄭  ○                  正取 

9090095    盧○賢                  正取 

9090072    朱○安                  正取 

9090092    張○晟                  正取 

9090125    張○捷                  正取 

9090046    賴○翰                  正取 

9090066    許○真                  正取 

9090021    林○筌                  正取 

9090009    丁○淵                  正取 

9090059    賴○文                  正取 

9090101    王○博                  備取 

9090071    陳○宏                  備取 

9090120    林○靖                  備取 

9090117    林○廷                  備取 

9090103    葉○綾                  備取 

9090067    陳○                  備取 

9090051    陳○均                  備取 

9090026    吳○嘉                  備取 

9090132    鄭○堯                  備取 

9090025    張○豪                  備取 

9090076    蕭○澄                  備取 

9090080    洪○霖                  備取 

9090126    周○儀                  備取 

9090029    游○欣                  備取 

9090004    徐○志                  備取 

9090133    陳○舟                  備取 

9090083    張○暄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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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003    王○善                  備取 

9090047    吳  ○                  備取 

9090094    簡○合                  備取 

9090063    李○達                  備取 

9090114    徐○瑄                  備取 

9090020    何  ○                  備取 

9090070    劉○恆                  備取 

9090057    鍾○樺                  備取 

9090104    許○綾                  備取 

9090008    劉○儀                  備取 

9090011    方○淥                  備取 

9090052    蔡○倫                  備取 

9090033    王○鈺                  備取 

9090121    劉○得                  備取 

9090089    黃○閔                  備取 

9090135    周○蓁                  備取 

9090137    廖○林                  備取 

9090116    江○宏                  備取 

9090115    陳○慶                  備取 

9090041    廖○傑                  備取 

9090136    孫○傑                  備取 

9090001    陳○杰                  備取 

9090110    蕭○軒                  備取 

9090098    李○昇                  備取 

9090091    陳○鼎                  備取 

9090042    王○茵                  備取 

9090131    鄧○誠                  備取 

9090079    陳○衍                  備取 

9090017    王○翔                  備取 

9090006    黃○堯                  備取 

9090049    陳○霖                  備取 

9090056    郭○陽                  備取 

9090075    羅○彥                  備取 

9090100    張○騰                  備取 

9090043    楊○學                  備取 

9090099    余○恩                  備取 

9090134    張○翔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2名 備取5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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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主修資料科學與智慧網路)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00008    張○瑞                  優先錄取 

9100033    劉○謙                  優先錄取 

9100102    陳○軒                  優先錄取 

9100041    戴○珊                  優先錄取 

9100116    翁○襄                  優先錄取 

9100175    莊○爾                  優先錄取 

9100137    門○仁                  優先錄取 

9100005    黃○堯                  優先錄取 

9100153    賴○玄                  優先錄取 

9100134    馮○軒                  優先錄取 

9100032    林○勳                  優先錄取 

9100067    何○叡                  優先錄取 

9100062    郭○銘                  優先錄取 

9100156    鄭○堯                  優先錄取 

9100093    孟  ○                  優先錄取 

9100010    林○均                  優先錄取 

9100188    李○倫                  優先錄取 

9100129    許○譯                  優先錄取 

9100035    陳○霖                  優先錄取 

9100101    沈○聖                  優先錄取 

9100073    謝○翰                  優先錄取 

9100082    陳○瑋                  優先錄取 

9100047    陳○晴                  優先錄取 

9100030    陳○廷                  優先錄取 

9100126    楊○佳                  優先錄取 

9100107    陳○苓                  優先錄取 

9100119    王○博                  優先錄取 

9100019    許○為                  優先錄取 

9100110    紀○仰                  優先錄取 

9100100    黃○翔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30名  

 

 

系所組別：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數位積體電路與系統) 

身分別：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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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10019    楊  ○                  正取 

9110017    黃○豪                  正取 

9110122    林○淇                  正取 

9110137    葉○汝                  正取 

9110031    戴○珊                  正取 

9110005    陳○豪                  正取 

9110041    朱○蓁                  正取 

9110098    沈○聖                  正取 

9110108    林○恩                  正取 

9110020    簡○吉                  正取 

9110068    吳○平                  正取 

9110093    李○勳                  正取 

9110101    李○晢                  正取 

9110034    黃○澤                  正取 

9110053    沈○瑋                  正取 

9110094    張○瑋                  正取 

9110016    林○昕                  正取 

9110008    周○照                  正取 

9110083    張○祐                  正取 

9110109    李○筠                  正取 

9110029    吳○陞                  正取 

9110039    梁○耀                  正取 

9110071    張○雲                  正取 

9110037    洪○縴                  正取 

9110062    何○叡                  正取 

9110055    蔡○佑                  正取 

9110123    陳○融                  備取 

9110024    黃○善                  備取 

9110117    賴○鴻                  備取 

9110120    廖○全                  備取 

9110144    楊○賢                  備取 

9110082    許○翔                  備取 

9110076    梁○中                  備取 

9110058    邱○洋                  備取 

9110036    謝○翰                  備取 

9110061    陳○妤                  備取 

9110133    林○丞                  備取 

9110047    楊○哲                  備取 

9110006    陳○愷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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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86    李○瀚                  備取 

9110079    葉○廷                  備取 

9110004    林○筌                  備取 

9110135    吳○寶                  備取 

9110001    王○鋒                  備取 

9110030    劉○均                  備取 

9110152    郭○萱                  備取 

9110018    林○昇                  備取 

9110099    林○曄                  備取 

9110118    謝○和                  備取 

9110043    李○豐                  備取 

9110015    林○聿                  備取 

9110107    王  ○                  備取 

9110091    蔡○峰                  備取 

9110078    李○榮                  備取 

9110105    莫○郁                  備取 

9110002    邵○翔                  備取 

9110136    徐○嘉                  備取 

9110087    吳○豐                  備取 

9110080    蔡○哲                  備取 

9110072    郭○誠                  備取 

9110046    劉○來                  備取 

9110077    鐘  ○                  備取 

9110056    劉○甫                  備取 

9110011    蘇○凱                  備取 

9110075    洪○軒                  備取 

9110049    游○欣                  備取 

9110050    顏○宇                  備取 

9110025    陳○軒                  備取 

9110028    王○和                  備取 

9110027    陳○逸                  備取 

9110096    溫○賢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6名 備取45名  

 

 

系所組別：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類比積體電路與系統)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20021    楊  ○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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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089    林○恩                  正取 

9120111    李○晢                  正取 

9120023    黃○豪                  正取 

9120027    王○璇                  正取 

9120061    柳○丞                  正取 

9120042    蔡○佑                  正取 

9120092    許○翔                  正取 

9120098    張○祐                  正取 

9120051    黃○邦                  正取 

9120124    廖○全                  正取 

9120126    陳○融                  正取 

9120017    林○聿                  正取 

9120110    林○曄                  正取 

9120078    連○崴                  正取 

9120115    王  ○                  正取 

9120020    陳○霖                  正取 

9120045    李○豐                  正取 

9120143    王○博                  正取 

9120064    張○捷                  正取 

9120091    楊○燊                  正取 

9120067    方○熙                  正取 

9120108    陳○閎                  正取 

9120010    許○硯                  正取 

9120102    譚○寧                  正取 

9120123    王○宇                  正取 

9120035    陳○丞                  正取 

9120071    余○翰                  正取 

9120052    賴○寅                  正取 

9120032    周○伶                  正取 

9120060    邱○源                  正取 

9120112    潘○軒                  正取 

9120066    許○禧                  備取 

9120117    侯○駿                  備取 

9120062    詹○皓                  備取 

9120146    趙○安                  備取 

9120003    張○捷                  備取 

9120096    段○勇                  備取 

9120055    王○陞                  備取 

9120053    李○儒                  備取 

9120075    房○倪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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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121    陳○默                  備取 

9120118    賴○堯                  備取 

9120154    林○城                  備取 

9120014    陳○愷                  備取 

9120095    徐○育                  備取 

9120002    郭○瑄                  備取 

9120120    林○宇                  備取 

9120151    李○倫                  備取 

9120103    蕭○葶                  備取 

9120011    莊○彥                  備取 

9120090    李○霈                  備取 

9120094    盧○維                  備取 

9120004    張○群                  備取 

9120073    顏○宇                  備取 

9120093    劉○蓁                  備取 

9120109    何○緯                  備取 

9120074    呂○璋                  備取 

9120037    周○雅                  備取 

9120113    蘇○辰                  備取 

9120016    余○勳                  備取 

9120028    陳○綱                  備取 

9120058    陳○儒                  備取 

9120009    王○宇                  備取 

9120087    陳○竹                  備取 

9120039    林○佑                  備取 

9120029    蔡○翰                  備取 

9120012    黃○程                  備取 

9120085    蕭○葶                  備取 

9120099    王○鈞                  備取 

9120134    蔡○妍                  備取 

9120047    游○欣                  備取 

9120026    陳○逸                  備取 

9120015    陸○廷                  備取 

9120034    陳○漢                  備取 

9120001    吳○樺                  備取 

9120065    何○倫                  備取 

9120130    李○垚                  備取 

9120147    陳○民                  備取 

9120107    李○翰                  備取 

9120069    朱○瑋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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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013    黃○楷                  備取 

9120043    鍾○年                  備取 

9120063    林○熏                  備取 

9120048    張○承                  備取 

9120135    陳  ○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2名 備取54名  

 

 

系所組別：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主修奈米電子含光電半導體)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30115    莊○富                  正取 

9130100    黃○雲                  正取 

9130123    蔡○佑                  正取 

9130042    楊○哲                  正取 

9130078    梁○中                  正取 

9130054    熊○凱                  正取 

9130021    湯○馨                  正取 

9130111    張○豪                  正取 

9130135    盧○賢                  正取 

9130012    林○聿                  正取 

9130118    邰  ○                  正取 

9130119    王○博                  正取 

9130142    施○村                  正取 

9130073    高○憶                  正取 

9130028    陳○                  正取 

9130121    鄭○議                  正取 

9130106    鄭○庭                  正取 

9130056    陳○任                  正取 

9130122    陳○善                  正取 

9130032    陳○屏                  正取 

9130033    闕○杰                  正取 

9130003    周  ○                  正取 

9130068    林○叡                  正取 

9130053    林○芹                  正取 

9130044    陳○佑                  正取 

9130041    黃○崴                  正取 

9130061    林○耀                  正取 

9130029    高○承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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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048    沈○德                  正取 

9130065    黃○瑋                  正取 

9130140    謝○家                  備取 

9130019    馮○維                  備取 

9130076    李  ○                  備取 

9130089    楊○蓁                  備取 

9130120    張○騰                  備取 

9130114    陳○軒                  備取 

9130145    楊○茹                  備取 

9130013    顏○泫                  備取 

9130034    林○樂                  備取 

9130064    謝○宏                  備取 

9130085    楊○良                  備取 

9130067    黃○凱                  備取 

9130070    錢○維                  備取 

9130117    李○玟                  備取 

9130147    潘○銘                  備取 

9130016    許○瑋                  備取 

9130049    方○甫                  備取 

9130126    莊○晟                  備取 

9130088    蘇○雅                  備取 

9130031    董○鈞                  備取 

9130093    陳○燕                  備取 

9130134    廖○朋                  備取 

9130025    林○誠                  備取 

9130082    胡○瑄                  備取 

9130112    吳○瑜                  備取 

9130006    余○勳                  備取 

9130052    林○毅                  備取 

9130132    趙○宣                  備取 

9130014    陳○瑋                  備取 

9130081    周○伶                  備取 

9130039    王○澄                  備取 

9130069    潘○妤                  備取 

9130107    洪○鈞                  備取 

9130108    黃○智                  備取 

9130143    林○城                  備取 

9130098    陳○文                  備取 

9130035    梁○皓                  備取 

9130087    胡○維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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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051    房○德                  備取 

9130130    劉○建明                備取 

9130060    趙○生                  備取 

9130092    林○傑                  備取 

9130127    徐○晴                  備取 

9130038    蔡○遠                  備取 

9130059    林○丞                  備取 

9130113    李○瑜                  備取 

9130080    鄭○誠                  備取 

9130095    萬○志                  備取 

9130077    李○瑜                  備取 

9130136    杜○呈                  備取 

9130036    陳  ○                  備取 

9130129    謝  ○                  備取 

9130022    張○翔                  備取 

9130099    林○毅                  備取 

9130018    黃○廷                  備取 

9130086    郭○傑                  備取 

9130094    粘○恩                  備取 

9130104    賴○妤                  備取 

9130002    吳○宇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30名 備取59名  

 

 

系所組別：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丁組(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40054    陳○霖                  正取 

9140060    鄭○予                  正取 

9140085    羅○瑢                  正取 

9140006    簡○吉                  正取 

9140016    連○賢                  正取 

9140074    柳○丞                  正取 

9140024    鐘○憲                  正取 

9140003    周○照                  正取 

9140010    吳○陞                  正取 

9140023    鍾○軒                  正取 

9140028    李○嘉                  正取 

9140020    蔡○佑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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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104    楊○賢                  正取 

9140011    黃○善                  正取 

9140082    吳○叡                  正取 

9140032    李○愷                  正取 

9140014    謝○翰                  正取 

9140034    林○亞                  正取 

9140087    林○丞                  正取 

9140094    吳○寶                  正取 

9140037    莊○翰                  正取 

9140035    楊○哲                  正取 

9140064    謝○和                  正取 

9140109    毛○庭                  正取 

9140038    陳○喻                  備取 

9140021    陳○屏                  備取 

9140078    邵○眉                  備取 

9140039    魏○宇                  備取 

9140049    梁○嘉                  備取 

9140071    蘇○軒                  備取 

9140027    李○榮                  備取 

9140058    張○坤                  備取 

9140018    張○豪                  備取 

9140051    丁○勻                  備取 

9140048    李○緯                  備取 

9140056    許○綾                  備取 

9140047    劉○蓁                  備取 

9140036    陳○宇                  備取 

9140065    施○元                  備取 

9140045    葉○廷                  備取 

9140107    林○萱                  備取 

9140063    陳○閎                  備取 

9140098    陳○民                  備取 

9140067    鄧○元                  備取 

9140095    張○善                  備取 

9140022    劉○誠                  備取 

9140043    李  ○                  備取 

9140090    陳○羽                  備取 

9140004    林○世                  備取 

9140059    林○恩                  備取 

9140042    唐○銘                  備取 

9140053    林○賢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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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029    黃○瑀                  備取 

9140086    劉○得                  備取 

9140077    潘○湘                  備取 

9140017    李○昱                  備取 

9140075    蘇○辰                  備取 

9140073    李○瀚                  備取 

9140025    林○毅                  備取 

9140072    彭○舫                  備取 

9140030    謝○均                  備取 

9140040    郭○誠                  備取 

9140061    陳○文                  備取 

9140097    廖○朋                  備取 

9140013    王○宇                  備取 

9140031    林○熏                  備取 

9140007    梁○誠                  備取 

9140015    林○誠                  備取 

9140066    柯○霖                  備取 

9140101    成○婷                  備取 

9140083    林○鵑                  備取 

9140026    王○晴                  備取 

9140046    李○霈                  備取 

9140055    李○承                  備取 

9140041    陳○熙                  備取 

9140103    洪○哲                  備取 

9140052    楊○萱                  備取 

9140009    吳○辰                  備取 

9140008    洪○軒                  備取 

9140092    朱○穎                  備取 

9140068    粘○恩                  備取 

9140057    洪○霖                  備取 

9140062    黃○閔                  備取 

9140070    林○岑                  備取 

9140088    吳○彥                  備取 

9140076    王○鈞                  備取 

9140001    鍾○宇                  備取 

9140002    呂○軒                  備取 

9140019    黃○惠                  備取 

9140110    游○霖                  備取 

9140089    沈○揚                  備取 

9140105    紀○寧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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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081    趙○軒                  備取 

9140005    盧○宇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24名 備取70名  

 

 

系所組別：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生醫電子一)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60062    呂○樺                  正取 

9160004    徐○齊                  正取 

9160036    黃○堯                  正取 

9160060    林○民                  正取 

9160057    邵○軒                  正取 

9160017    朱○源                  正取 

9160058    宋○妤                  正取 

9160027    顏○宇                  正取 

9160024    孫○鉉                  正取 

9160051    陳○安                  正取 

9160012    施○丞                  正取 

9160061    吳○廷                  正取 

9160082    楊○儒                  正取 

9160068    賴○安                  正取 

9160032    魏○芯                  正取 

9160030    ○循                  正取 

9160065    陳○宇                  正取 

9160049    江○陵                  正取 

9160047    陳○頤                  備取 

9160019    張  ○                  備取 

9160022    陳○佑                  備取 

9160078    陳○孜                  備取 

9160038    李○瑜                  備取 

9160026    郭○瑄                  備取 

9160037    張○茹                  備取 

9160003    王○郁                  備取 

9160015    周○晉                  備取 

9160069    黃○婷                  備取 

9160074    許○維                  備取 

9160089    林○城                  備取 

9160079    許○晴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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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0040    黃○茵                  備取 

9160021    蔡○珈                  備取 

9160001    曾○鈞                  備取 

9160085    蔡○妍                  備取 

9160059    黃○芸                  備取 

9160045    蔡○倫                  備取 

9160028    林○詠                  備取 

9160033    劉○恆                  備取 

9160084    蘇○羽                  備取 

9160043    彭○舫                  備取 

9160053    陳○盈                  備取 

9160071    易○旻                  備取 

9160080    王○伶                  備取 

9160055    劉○峰                  備取 

9160039    郭○沅                  備取 

9160016    陳○佑                  備取 

9160042    李○中                  備取 

9160048    陳○華                  備取 

9160070    王  ○                  備取 

9160073    朱○穎                  備取 

9160052    李○維                  備取 

9160046    周○揚                  備取 

9160020    余○謙                  備取 

9160067    馬○棋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8名 備取37名  

 

 

系所組別：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生醫電子二)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70001    楊○元                  正取 

9170005    徐○齊                  正取 

9170008    陳○民                  正取 

9170011    宋○妤                  正取 

9170020    李○鈞                  正取 

9170018    陳○碩                  正取 

9170010    黃○霖                  備取 

9170017    陳○儒                  備取 

9170025    黃○婷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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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0021    廖○勳                  備取 

9170031    李○緯                  備取 

9170002    林○人                  備取 

9170006    郭○茵                  備取 

9170026    張○曜                  備取 

9170014    黃○琳                  備取 

9170023    陳○涵                  備取 

9170003    邱○逸                  備取 

9170016    李○寰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6名 備取12名  

 

 

系所組別：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主修生醫資訊)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9180053    劉○軒                  正取 

9180065    張○騰                  正取 

9180006    楊○元                  正取 

9180010    魏○擇                  正取 

9180039    許○真                  正取 

9180034    陳○仁                  正取 

9180007    張○誠                  正取 

9180068    陳○雅                  正取 

9180002    施○丞                  正取 

9180081    孫○筠                  正取 

9180022    黃○霖                  備取 

9180044    鍾○辰                  備取 

9180024    張○鑫                  備取 

9180080    王  ○                  備取 

9180061    林○廷                  備取 

9180054    黃○郁                  備取 

9180035    林○崴                  備取 

9180048    蘇○鈞                  備取 

9180063    劉○婍                  備取 

9180037    吳○潤                  備取 

9180064    張○育                  備取 

9180032    蔣○彤                  備取 

9180067    陳○                  備取 

9180011    孫○鉉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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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0031    馮○倫                  備取 

9180027    王○勳                  備取 

9180046    黃○濡                  備取 

9180085    洪○煒                  備取 

9180021    蔡○勳                  備取 

9180028    李○維                  備取 

9180073    劉○勤                  備取 

9180029    張○茹                  備取 

9180043    林○璇                  備取 

9180082    林○民                  備取 

9180013    盧○宇                  備取 

9180025    林○沛                  備取 

9180042    戴○玲                  備取 

9180050    羅○喬                  備取 

9180062    薛○煜                  備取 

9180023    王○驊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10名 備取30名  

 

 

系所組別：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B010001    粘○碩                  優先錄取 

B010044    林○哲                  優先錄取 

B010003    邱○淇                  優先錄取 

B010012    于  ○                  優先錄取 

B010045    林○喬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5名  

 

 

系所組別：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B070015    何○儀                  優先錄取 

B070036    楊○文                  優先錄取 

B070001    蕭○璇                  優先錄取 

B070048    沈○儂                  優先錄取 

B070021    張○仙                  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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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0064    黃○衍                  優先錄取 

B070085    柯  ○                  優先錄取 

B070023    鄭○云                  優先錄取 

B070027    曾○澂                  優先錄取 

B070055    范○綦                  優先錄取 

B070067    張○誠                  優先錄取 

B070039    張○茵                  優先錄取 

B070024    蘇○絹                  優先錄取 

B070060    簡○廷                  優先錄取 

B070019    蘇○晴                  優先錄取 

B070052    卓○涵                  優先錄取 

B070082    游○皓                  優先錄取 

B070061    郭○瑋                  優先錄取 

B070059    曹○晴                  優先錄取 

B070050    施○任                  優先錄取 

B070017    陳○甄                  優先錄取 

B070012    林○榆                  優先錄取 

B070070    阮○茜                  優先錄取 

B070080    許○婕                  優先錄取 

B070088    趙○誠                  優先錄取 

 

以上合計錄取:優先錄取25名  

 

 

系所組別：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碩士學位學程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B080004    鄭○辰                  正取 

B080017    張○風                  正取 

B080007    蒲○佑                  正取 

B080021    張○琪                  正取 

B080022    陳○媛                  正取 

B080005    阮○茜                  備取 

B080015    李○明                  備取 

B080020    陳○安                  備取 

B080006    林○蘋                  備取 

B080013    郭○中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5名 備取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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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身分別：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H010036    孫○筠                  正取 

H010002    林○霈                  正取 

H010045    劉○銘                  正取 

H010018    游○鈞                  正取 

H010003    陳○文                  正取 

H010039    王○雲                  正取 

H010030    趙○君                  正取 

H010006    陳○宇                  備取 

H010008    王○驊                  備取 

H010029    周○翰                  備取 

H010014    謝○真                  備取 

H010023    高○                  備取 

H010005    李○聿                  備取 

H010021    姜○軒                  備取 

H010004    鄭○承                  備取 

H010035    侯○安                  備取 

H010027    黃○郁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7名 備取1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