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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111學年度碩士班招生 

    【第2梯次放榜】正、備取生名單 111 年3 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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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梯次【第2梯次放榜】之正取（備取）生請務必詳閱報到各相關要點，如期

辦理報到，以免逾期致被取消入學（遞補）資格。 

一、 網路報到時間：111年 3月 29 日 10:00 至 3月 31日 24:00止。 

請於報到時間內依規定至「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到系統」辦理網路報到，未依

規定辦理或逾期未報到者，正取生取消其入學資格論，備取生取消其遞補資

格，事後不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報到。 

二、 報到程序： 

1. 有口試系所組學位學程：於報到時間內至「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到系統」

辦理網路報到即可，但辦理新生註冊時須持學力證明及身分證繳驗。 

2.網路報到時須依系統指示上傳個人數位照片電子檔，規格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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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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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正、備取考生報考資格經審查不符者，取消其入學(備取)資格，已辦理報到

且通過資格審核之備取生，在同系所組學位學程且同身分別之所缺名額內依

備取名次順序登記遞補，遞補至該系所組學位學程原核定招生名額為止；錄

取考生若註冊時無法繳驗畢業證書正本，可用其他學歷證明文件(例如學位

證明書)替代，但無法繳驗學歷證明文件正本者，屆時取消其入學資格。 

四、 考生如同時錄取同年度甄試及本項考試，需於報到時切結「擇一系所組學位

學程註冊就讀」，未切結者不得辦理報到，如同時錄取正、備取多系所組學

位學程時，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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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依各系所組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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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學位學程遞補錄取。 

五、 簡章中規定可選填志願之系所學位學程，若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分組中於報到

後有缺額，係就有選填該組為志願之考生依其備取名次順序依序遞補。 

六、 本校將於111年4月8日（星期五）於研教組網站「招生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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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4月8日)次遞補分發作業後至註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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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惟考生之其他優先志

願須一併放棄。 

網址：http://www.aca.ntu.edu.tw/點選「招生資訊」 

七、 本校將於 111年 6月 15日起將新生註冊日程表及有關選課、體檢、住宿等

注意事項置於本校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網之「碩博士班」項下供新生下載

http://www.aca.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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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錄取考生應依規定如期辦理註冊手續（雖已繳交學費，仍應辦理註冊，

始完成註冊手續），逾期未辦理註冊手續者，不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辦註冊

入學手續。 

碩博士班新生入學服務網網址：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八、 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於辦理註冊入學時，應繳驗經中華民國駐外

單位驗證後之學歷證件及歷年成績證明正本，並檢附入出國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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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

請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持大陸學歷報考者，依教育部「大陸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應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持香港、澳門學歷報考

者，依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應繳驗相關證明

文件正本。 

九、 錄取考生如因重病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醫院出具之證明須長期

療養、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

在營服役證明書應徵入營服役或因懷孕、分娩及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致不能於

該學期入學時，依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網公告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間，

檢具相關證明辦理（因重病原因者，須經系所主管核可）。 

十、 開學日前若尚有缺額，仍依已通過資格審核而未遞補之備取生名次順序，由本

校通知至研究生教務組辦理再遞補。 

 

國立臺灣大學 111學年度碩士班招生第 2梯次放榜錄取名單 

      系所組代碼 102 

      系所組別: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02150013      陳○靖              正取         一般生 

      102170001      劉○芝              正取         一般生 

      102150009      陳○臻              正取         一般生 

      102150026      黃○勳              正取         一般生 

      102150001      王○媚              正取         一般生 

      102150017      林○               正取         一般生 

      102150018      劉○妮              備取         一般生 

      102150011      王○夫              備取         一般生 

      102150007      林○軒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106 

      系所組別:人類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06150001      黃○祺              正取         一般生 

      106150016      陳○婷              正取         一般生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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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50015      李○泓              正取         一般生 

      106150018      石○芸              正取         一般生 

      106150022      林○傑              備取         一般生 

      106150008      蕭○真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109 

      系所組別: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09150005      詹○興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01      鄭○麒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21      陳○華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18      張○茹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09      邱○芸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15      李○彤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17      陳○謙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02      趙○安              正取         一般生 

      109150013      賴○成              備取         一般生 

      109150016      陳○朋              備取         一般生 

      109150022      夏○婷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111 

      系所組別: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1150018      曹  ○              正取         一般生 

      111150001      許○彤              正取         一般生 

      111150012      黃○傑              正取         一般生 

      111150014      陳○辰              正取         一般生 

      111150015      蔡○端              正取         一般生 

      111150019      葉○緯              備取         一般生 

      111150016      張○儒              備取         一般生 

      111170003      鄭○文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112 

      系所組別: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2150011      陳○輝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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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0017      陳○傑              正取         一般生 

      112150008      葉○晴              正取         一般生 

      112150003      葉○綺              正取         一般生 

      112150025      顏○函              備取         一般生 

      112150001      紀○安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113 

      系所組別: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3150005      張○芳              正取         一般生 

      113150003      陳○吟              正取         一般生 

      113150001      江○綦              正取         一般生 

      113150004      宋○婕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115 

      系所組別: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5150013      陳  ○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05      徐○汝              正取         一般生 

      115170009      郭  ○              正取         一般生 

      115170007      張○芳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22      謝○鴻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36      林○勛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24      游○晨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34      駱○黎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07      黃○安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33      盧○軒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31      曾○婷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35      翁○霏              正取         一般生 

      115150018      潘○廷              備取         一般生 

      115150043      林○菡              備取         一般生 

      115150003      李○承              備取         一般生 

      115150029      蘇○萱              備取         一般生 

      115150023      張○慈              備取         一般生 

      115170001      林○伊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2名    備取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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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116 

      系所組別: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甲組(主修筆譯)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6150029      詹○翎              正取         一般生 

      116170011      何○霖              正取         一般生 

      116150011      李○真              正取         一般生 

      116150028      張○昂              正取         一般生 

      116150052      蔡○穎              正取         一般生 

      116150006      王○淳              正取         一般生 

      116150069      李○蓉              正取         一般生 

      116170001      吳○旻              備取         一般生 

      116170007      林○懋              備取         一般生 

      116150045      李○毅              備取         一般生 

      116150067      沈○淩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7名    備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117 

      系所組別:翻譯碩士學位學程乙組(主修口譯)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117150024      柯○均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56      胡○宇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60      王○瑄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71      李○妍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70      白○綸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47      張○毓              正取         一般生 

      117150001      王  ○              正取         一般生 

      117170008      林○慧              備取         一般生 

      117150017      廖○志              備取         一般生 

      117150002      張○音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7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210 

      系所組別:心理學系碩士班臨床心理學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210150001      鐘○凡              正取         一般生 

      210170012      邱○嘉              正取         一般生 

      210150022      徐○淇              正取         一般生 

      210150020      徐○○婕            正取         一般生 

      210150007      陳○涵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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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50060      鍾○妍              正取         一般生 

      210150109      傅○倢              備取         一般生 

      210150154      劉○葳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215 

      系所組別:大氣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220 

      系所組別: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220150001      邱○明              正取         一般生 

      220150005      李○靜              正取         一般生 

      220150002      葉○昕              正取         一般生 

      220150004      周○慈              正取         一般生 

      220150006      王○鈞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221 

      系所組別:統計數據所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221150107      蔡○霈              正取         一般生 

      221150112      楊○先              正取         一般生 

      221150022      吳○錡              正取         一般生 

      221150001      劉○毅              正取         一般生 

      221150121      吳○哲              正取         一般生 

      221150087      蔡○諺              正取         一般生 

      221150109      李○謙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50      覃○昀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29      郭○任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92      林○倫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32      鄭○豪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66      陳○誠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48      陳○儒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53      陳○凱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25      曹○姍              備取         一般生 

      221150096      林○嘉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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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70015      許○菱              備取         一般生 

      221170005      陳○絜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12 名 

      系所組代碼 308 

      系所組別:新聞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308150104      胡○涵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74      陳○方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55      林○妍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86      羅○涵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41      鄧○縕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81      廖○菁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25      林○佑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98      陳○偉              正取         一般生 

      308150106      黃○傑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64      歐○慈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18      王○晴              正取         一般生 

      308150031      黃○彥              備取         一般生 

      308150030      楊○瑩              備取         一般生 

      308150019      林○琦              備取         一般生 

      308150023      黃○欣              備取         一般生 

      308150087      劉○妏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1名    備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401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口腔病理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402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主修牙體復形及美容牙科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403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主修牙髓病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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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50001      賀○安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04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丁組(主修牙周病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04150001      王○勻              正取         一般生 

      404150003      黃○傑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05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戊組(主修補綴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05150003      賴○任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06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己組(主修兒童牙科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06150001      丁○玹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07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庚組(主修齒顎矯正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07150002      陳○蓉              正取         一般生 

      407150007      楊○普              正取         一般生 

      407150001      魏○任              備取         一般生 

      407170001      邱○承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08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辛組(主修口腔顎面外科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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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藥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09150010      黃○鈞              正取         一般生 

      409150009      劉○芳              正取         一般生 

      409170002      蕭○惠              正取         一般生 

      409150008      張○晨              正取         一般生 

      409150001      鄭○宗              正取         一般生 

      409150004      金○潔              正取         一般生 

      409170005      陳○安              正取         一般生 

      409150005      陳○瑜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系所組代碼 410 

      系所組別: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0150009      魏○蘋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7      陳○蓉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5      陳○鋒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6      孫○葶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3      冨○○宣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15      陳○臻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2      莊○筑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08      張○               正取         一般生 

      410150016      黃○涵              備取         一般生 

      410150010      李○偉              備取         一般生 

      410150012      湯○萱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411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甲組(專科護理師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1170001      鄭○云              正取         一般生 

      411150027      王○珍              正取         一般生 

      411170002      呂○隆              備取         一般生 

      411150018      陳○雯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12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乙組(臨床研究護理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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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2150007      林○誼              正取         一般生 

      412150008      楊○翎              正取         一般生 

      412150006      林○思              正取         一般生 

      412150005      李○玲              備取         一般生 

      412150004      江○瑜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13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丙組(內外科護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3150019      林○儀              正取         一般生 

      413150031      黃○芬              正取         一般生 

      413150016      張○玲              正取         一般生 

      413150018      吳○婷              正取         一般生 

      413150008      楊○敏              備取         一般生 

      413150017      陳○心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14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丁組(婦女健康暨母嬰護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415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戊組(兒童暨家庭護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5150002      楊○瑩              正取         一般生 

      415150001      傅○真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16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己組(精神暨心理衛生護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6150002      許○琦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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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護理學系碩士班庚組(社區護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7150004      林○瑄              正取         一般生 

      417150003      ○琳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18 

      系所組別:物理治療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18150006      許○元              正取         一般生 

      418150003      黃○翌              正取         一般生 

      418150002      李○庭              正取         一般生 

      418150005      簡○庭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420 

      系所組別:生理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0150002      李○緯              正取         一般生 

      420150025      林○正              正取         一般生 

      420170010      姚○涵              正取         一般生 

      420150037      黃○盉              正取         一般生 

      420150035      蔡○臻              正取         一般生 

      420150012      張○廷              正取         一般生 

      420170013      張○睿              正取         一般生 

      420150006      謝○田              正取         一般生 

      420170012      廖○涵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07      莊○榮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10      林○賢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28      馬○雲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17      黃○穎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23      黃○傑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41      李○美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44      林○妤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39      陳○蓁              備取         一般生 

      420150009      謝○宇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代碼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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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1150042      劉○榆              正取         一般生 

      421170012      簡○成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23      塗○融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14      梁○琳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36      連○瑢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20      賴○彬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22      陳○沂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11      胡○瑄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57      謝○謙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06      蔡○陽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03      陳○傑              正取         一般生 

      421170010      林○慶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01      范○生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16      廖○齊              正取         一般生 

      421170002      莊○媛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56      盧○元              正取         一般生 

      421150024      王○文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13      李○哲              備取         一般生 

      421170014      劉○昕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44      楊○華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12      陳○恩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08      張○瑜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26      董○君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54      許○璇              備取         一般生 

      421150051      徐○汝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6名    備取 9名 

      系所組代碼 422 

      系所組別:藥理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2150012      張○晨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08      姚○珊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09      許○心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07      林○志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14      陳○愉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02      簡○玲              正取         一般生 

      422150011      林○鎂              備取         一般生 

      422150006      李○芸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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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50013      賴○昀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423 

      系所組別:病理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病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3170001      斯○婷              正取         一般生 

      423150001      柳○文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24 

      系所組別:病理學研究所碩士班病理檢驗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4150004      黃○傑              正取         一般生 

      424150002      黃○溱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25 

      系所組別: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及免疫學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5150050      羅○茹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29      黃○庭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01      邱○瑄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04      黃○宇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32      呂○軒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03      謝○田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41      林○丞              正取         一般生 

      425170009      黃○淨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57      谷○晨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31      梁○綸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22      馬○勤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52      黃○傑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17      梁○裕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37      張○悅              正取         一般生 

      425170005      林○佑              正取         一般生 

      425150007      簡○軒              備取         一般生 

      425150033      郭○恩              備取         一般生 

      425150021      王○翔              備取         一般生 

      425150048      黃○穎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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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150019      蔡○維              備取         一般生 

      425150034      許○愉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5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426 

      系所組別: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熱帶醫學暨寄生蟲學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6150001      廖○捷              正取         一般生 

      426150002      吳○佳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27 

      系所組別: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7150014      李○緯              正取         一般生 

      427150008      蔡○辰              正取         一般生 

      427150013      陳○軒              正取         一般生 

      427170001      呂○臻              備取         一般生 

      427150002      李○霖              備取         一般生 

      427150005      柏○玟              備取         一般生 

      427150009      洪○翔              備取         一般生 

      427150012      吳○佳              備取         一般生 

      427150010      陳○宇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428 

      系所組別:毒理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8150007      劉○婕              正取         一般生 

      428150014      劉○維              正取         一般生 

      428150017      吳○軒              正取         一般生 

      428150010      江○儒              正取         一般生 

      428150012      林○任              備取         一般生 

      428150009      許  ○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29 

      系所組別: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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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29150014      丁○緯              正取         一般生 

      429150020      陳○珊              正取         一般生 

      429150042      李○美              正取         一般生 

      429150002      蔡○穎              正取         一般生 

      429170006      張○豪              正取         一般生 

      429170005      ○妤              正取         一般生 

      429170003      柯○琪              正取         一般生 

      429150019      金○潔              正取         一般生 

      429150028      張  ○              備取         一般生 

      429150035      張○溥              備取         一般生 

      429150005      王○華              備取         一般生 

      429150009      詹○鈞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430 

      系所組別: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0150003      謝○謄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08      鄭○憑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09      賴○志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02      李○霖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11      林○丞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06      廖○暘              正取         一般生 

      430150010      孔○驊              備取         一般生 

      430150004      王○媞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31 

      系所組別: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1150002      邱○雯              正取         一般生 

      431150001      蘇○嘉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432 

      系所組別: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2150008      林○憶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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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50007      楊○萌              正取         一般生 

      432150005      張○瑋              正取         一般生 

      432150009      林○容              正取         一般生 

      432150001      蔡○恩              正取         一般生 

      432150002      黃○惠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33 

      系所組別: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3150003      蔡○憲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34 

      系所組別: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4150003      蕭○勳              正取         一般生 

      434150009      陳○廷              正取         一般生 

      434150005      周○騰              正取         一般生 

      434170003      沈○弘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37 

      系所組別:醫學教育暨生醫倫理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7150002      許○倫              正取         一般生 

      437150004      林○伶              正取         一般生 

      437150003      簡○娟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438 

      系所組別: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8150009      連○薰              正取         一般生 

      438150008      黃○澤              正取         一般生 

      438150004      郎○諄              備取         一般生 

      438150006      黃  ○              備取         一般生 

      438170001      許○承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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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439 

      系所組別:國際三校農業生技與健康醫療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439150001      陳○恩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502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大地工程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504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結構工程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506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水利工程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508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營建工程與管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08150007      賴○○鋐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11      李○淇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14      鍾○璋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04      劉○揚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13      呂○宇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26      蔡○真              正取         一般生 

      508150001      吳○勝              備取         一般生 

      508150022      鄭○倫              備取         一般生 

      508150017      連○賢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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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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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21150045      林○任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93      陳○辰              正取         一般生 

      521150114      林○瓏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53      吳○宇              正取         一般生 

      521170035      葉○瑋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96      郭○竹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39      郭○約              正取         一般生 

      521150125      劉○丞              正取         一般生 

      521150115      李○霖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95      林○昇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57      黃○銓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66      徐○展              正取         一般生 

      521150001      張○軒              正取         一般生 

      521170009      洪○泰              正取         一般生 

      521150108      王○翔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05      劉○志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41      許○榮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86      馬○峻              備取         一般生 

      521150107      張○嘉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27      汪○軒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56      許○綸              備取         一般生 

      521170027      陳○裕              備取         一般生 

      521150105      陳○裕              備取         一般生 

      521170019      周○宇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07      李○凌              備取         一般生 

      521170011      曾○達              備取         一般生 

      521170032      洪○               備取         一般生 

      521150031      秦○軒              備取         一般生 

      521170033      楊○朋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4名    備取 15 名 

      系所組代碼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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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22150021      王○力              正取         一般生 

      522150027      郭○豪              正取         一般生 

      522150004      陳○渝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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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50018      丁○發              正取         一般生 

      522150007      顧○淵              正取         一般生 

      522150002      方○雋              正取         一般生 

      522170007      蕭○倫              備取         一般生 

      522150003      劉○誠              備取         一般生 

      522150023      虞○淇              備取         一般生 

      522150016      邱○文              備取         一般生 

      522150014      黃○毓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523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電子材料）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23150001      李○綸              正取         一般生 

      523150017      林○頡              正取         一般生 

      523170009      陳○慈              正取         一般生 

      523150026      楊○諒              正取         一般生 

      523150016      陳○勝              正取         一般生 

      523170002      游○威              正取         一般生 

      523170007      張○元              備取         一般生 

      523170005      張○瑋              備取         一般生 

      523150020      鄭○文              備取         一般生 

      523170008      陳○光              備取         一般生 

      523150010      黃○庭              備取         一般生 

      523150013      王○翰              備取         一般生 

      523150021      蔡○旻              備取         一般生 

      523150011      廖○辰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8名 

      系所組代碼 524 

      系所組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國際應用材料工程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24150003      黃○諺              正取         一般生 

      524150006      柯○               正取         一般生 

      524150007      李○瑾              正取         一般生 

      524170005      馬○華              正取         一般生 

      524170010      藍○揚              正取         一般生 

      524150010      陳○礱              備取         一般生 

      524170007      陳○翰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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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150021      蔡○瑄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05      李○儒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20      吳○宸              備取         一般生 

      524170002      楊○宇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11      李○儒              備取         一般生 

      524170006      盧○傑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24      蔡○中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19      賴○靚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01      劉○寬              備取         一般生 

      524170008      陳○仲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08      黃○誠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09      劉○祥              備取         一般生 

      524150013      陳○家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備取 15 名 

      系所組代碼 528 

      系所組別: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規劃與管理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28150014      葉○均              正取         一般生 

      528150010      江○暘              正取         一般生 

      528150009      何○德              正取         一般生 

      528170001      蘇○方              正取         一般生 

      528150002      魏○庭              正取         一般生 

      528150001      廖○儀              正取         一般生 

      528150008      趙○達              備取         一般生 

      528150016      謝○嘉              備取         一般生 

      528150006      黃○誠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532 

      系所組別: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32150003      劉○任              正取         一般生 

      532150012      張○瑄              正取         一般生 

      532150005      曾○毅              正取         一般生 

      532150007      洪○雅              備取         一般生 

      532150009      高○嫺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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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533 

      系所組別: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33150006      陳○陽              正取         一般生 

      533150003      林○贊              正取         一般生 

      533150004      王○寬              正取         一般生 

      533150002      劉○妤              備取         一般生 

      533150001      楊○毅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534 

      系所組別: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34150002      陳○旭              正取         一般生 

      534150001      陳○昌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備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535 

      系所組別: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丁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35150015      潘○庠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12      許○凱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11      蔡○翰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08      林○君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23      吳○崙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01      廖○嵐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14      莫  ○              正取         一般生 

      535150022      賴○杰              備取         一般生 

      535150003      黃○智              備取         一般生 

      535150007      吳○萱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7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543 

系所組別: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甲組(主修高分子科學與

工程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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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544 

      系所組別: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乙組(主修化學工程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代碼 546 

系所組別: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丁組(主修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546150001      胡○誠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612 

      系所組別: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丁組(主修資源保育及管理)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612150009      黃○晴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11      李○靜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01      陳○廷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03      饒○馨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10      鄒○寧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05      陳○菁              正取         一般生 

      612150013      范○嘉              備取         一般生 

      612150014      江○瑀              備取         一般生 

      612150004      王○媛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618 

      系所組別:獸醫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獸醫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618150001      潘○儒              正取         一般生 

      618170001      吳○恩              備取         一般生 

      618170002      陳○萱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619 

      系所組別:獸醫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基礎動物醫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619170001      鐘○萱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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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150003      劉○均              正取         一般生 

      619150006      王○德              正取         一般生 

      619150002      陳○芳              正取         一般生 

      619150005      陸○平              正取         一般生 

      619150001      楊○妤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635 

      系所組別: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伴侶動物)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635150025      簡○蝶              正取         一般生 

      635150004      林○甄              正取         一般生 

      635170003      沈○眉              正取         一般生 

      635170004      杜○杰              正取         一般生 

      635150028      安○萱              正取         一般生 

      635150006      林○緯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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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636150002      陳○紋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名 

      系所組代碼 701 

      系所組別:商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1150559      何○霈              正取         一般生 

      701150812      羅  ○              正取         一般生 

      701170003      張○文              正取         一般生 

      701150322      卓○翔              正取         一般生 

      701150711      蔡○霖              正取         一般生 

      701150362      李○逸              正取         一般生 

      701150469      陳○亨              正取         一般生 

      701150080      鄒○昊              正取         一般生 

      701150832      楊○儒              正取         一般生 

      701150300      王○宥              正取         一般生 

      701150309      何○慈              正取         一般生 

       



24 
 

      701150778      彭○增              正取         一般生 

      701150015      蔡○真              正取         一般生 

      701150575      陳○瑋              正取         一般生 

      701150873      鄭○怡              正取         一般生 

      701150140      陶○宇              正取         一般生 

      701150118      方○霖              正取         一般生 

      701150408      陳○妤              備取         一般生 

      701150149      莊○晴              備取         一般生 

      701150213      方○涵              備取         一般生 

      701150842      蔡○穎              備取         一般生 

      701150771      錢○穎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7名    備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702 

      系所組別:商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2150050      鄧○安              正取         一般生 

      702170001      陳○之              正取         一般生 

      702150025      林○生              正取         一般生 

      702150055      林○因              正取         一般生 

      702150067      蔡○獻              正取         一般生 

      702170005      洪○晟              正取         一般生 

      702150017      劉○哲              正取         一般生 

      702150068      薛○維              正取         一般生 

      702170004      許○昌              備取         一般生 

      702150073      黃○安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703 

      系所組別: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3150221      高○鴻              正取         一般生 

      703150331      楊○旻              正取         一般生 

      703150131      傅○豫              正取         一般生 

      703150141      陳○宏              正取         一般生 

      703150344      吳○祥              正取         一般生 

      703150036      黃○倚              正取         一般生 

      703150342      翁○洋              正取         一般生 

      703150077      李○穎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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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150061      詹○慧              正取         一般生 

      703170004      葉○妮              正取         一般生 

      703150015      賴○毓              正取         一般生 

      703150208      蔡○恆              正取         一般生 

      703150209      簡○郳              正取         一般生 

      703150160      劉○維              正取         一般生 

      703150176      邱○慈              正取         一般生 

      703150076      張○齊              正取         一般生 

      703150199      楊○晴              正取         一般生 

      703150319      童○瑄              正取         一般生 

      703150259      林○萱              備取         一般生 

      703150264      彭○緯              備取         一般生 

      703150139      洪○宇              備取         一般生 

      703150100      吳○嘉              備取         一般生 

      703150249      張○升              備取         一般生 

      703150328      陳○杰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8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704 

      系所組別: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甲組(主修財務金融)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4150093      許○恒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60      陳○亨              正取         一般生 

      704150491      方○霖              正取         一般生 

      704150066      彭○增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61      包○崑              正取         一般生 

      704150263      王○宥              正取         一般生 

      704150196      方○涵              正取         一般生 

      704150299      蔡○維              正取         一般生 

      704170028      張○文              正取         一般生 

      704150046      黃○軒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04      許○城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77      郭○綺              正取         一般生 

      704150019      劉○玉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65      洪○謙              正取         一般生 

      704150310      簡○軒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5名 

      系所組代碼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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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乙組(主修財務工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5150024      李○昕              正取         一般生 

      705150028      卓○翔              正取         一般生 

      705150036      葉○旭              正取         一般生 

      705150035      潘○心              正取         一般生 

      705150034      許○琳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706 

      系所組別: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丙組(主修風險管理與保險)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6150065      陳○瑋              正取         一般生 

      706150007      李○修              正取         一般生 

      706150034      黃○凱              正取         一般生 

      706150042      王○懿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707 

      系所組別: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甲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7150310      邱○誠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06      蔡○霖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82      李○儒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36      簡○劭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59      吳○淇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40      鄭○文              正取         一般生 

      707150294      魏○慶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70      蔡○真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65      歐○○鈞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22      鄭○怡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42      楊○儒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05      蔡○昇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43      林○因              正取         一般生 

      707150166      呂○璇              正取         一般生 

      707150102      黃○珩              正取         一般生 

      707150429      呂○茵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18      何○霈              正取         一般生 

      707150089      何○慈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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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150340      吳○瑋              備取         一般生 

      707150188      許○瑄              備取         一般生 

      707150022      吳○騰              備取         一般生 

      707150181      莊○晴              備取         一般生 

      707150254      張○昀              備取         一般生 

      707150180      蔡○穎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8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708 

      系所組別: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8150111      許○威              正取         一般生 

      708150142      周○岑              正取         一般生 

      708150040      林○祥              正取         一般生 

      708150166      鄭○儀              正取         一般生 

      708150109      白○竹              正取         一般生 

      708150074      鄭○樺              正取         一般生 

      708150023      李○穎              備取         一般生 

      708150054      黃○盛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709 

      系所組別: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709150114      賴○良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42      鄧○儒              正取         一般生 

      709150154      林○緹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79      林○歷              正取         一般生 

      709150271      吳○萱              正取         一般生 

      709150238      王○豪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06      白○明              正取         一般生 

      709150115      吳○沛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99      李○蓁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37      王○茹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69      李○涵              正取         一般生 

      709150179      高○瑄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81      洪○曄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07      陳○甫              正取         一般生 

      709150232      李○宸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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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150123      朱○萱              正取         一般生 

      709150106      邱○薪              正取         一般生 

      709150074      曹○瑋              正取         一般生 

      709150112      陳○瑄              備取         一般生 

      709150097      孫○均              備取         一般生 

      709150053      周○瑩              備取         一般生 

      709150262      蔡○倫              備取         一般生 

      709170003      陳○原              備取         一般生 

      709150118      江○偉              備取         一般生 

      709150168      楊○               備取         一般生 

      709150242      林○萱              備取         一般生 

      709150287      陳○澔              備取         一般生 

      709150205      謝○昕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8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代碼 801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1150016      戴○芝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40      林○穎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05      朱○淳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21      陳○欣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32      蔡○琳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46      陳○汝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23      李○緯              正取         一般生 

      801150015      康○婕              備取         一般生 

      801150042      周○馨              備取         一般生 

      801150034      王○堯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7名    備取 3名 

      系所組代碼 802 

      系所組別: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2150020      王○堯              正取         一般生 

      802150016      吳○璟              正取         一般生 

      802150010      黃○淇              正取         一般生 

      802150009      李○如              正取         一般生 

      802150011      曾○儀              正取         一般生 

      802150003      楊○如              備取         一般生 



29 
 

      802150026      朱○淳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5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803 

      系所組別: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3150030      陳○羽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23      簡○達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06      黃○軒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16      王○妮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15      林○依              正取         一般生 

      803170001      許○瑛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21      范○瑜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03      劉○含              正取         一般生 

      803170002      趙○柔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01      羅○筑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17      許○皓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28      林○均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12      賴○霖              正取         一般生 

      803150002      謝○如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18      陳○臻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05      李○青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19      許○毓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08      黃○臻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20      黃○瑄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31      林○璇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26      魏○淮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14      陳○哲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25      謝○欣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11      陳○翰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10      葉○辰              備取         一般生 

      803150029      黃○旋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3名    備取 13 名 

      系所組代碼 804 

      系所組別: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流行病學)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4150045      曹○潔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12      葉○○瑋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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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150014      翟○聆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52      黃○庭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21      黃○瑜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51      陳○佑              正取         一般生 

      804170006      林○湘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06      葉○羽              正取         一般生 

      804150025      張○悅              備取         一般生 

      804150041      王○絜              備取         一般生 

      804150034      李○瑜              備取         一般生 

      804150036      歐○綺              備取         一般生 

      804150044      呂○芸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備取 5名 

      系所組代碼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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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5150007      吳○儒              正取         一般生 

      805150013      宋○亮              正取         一般生 

      805150023      葉○竣              正取         一般生 

      805150014      郭○君              正取         一般生 

      805150022      楊○融              正取         一般生 

      805170001      許○昌              正取         一般生 

      805170003      林○宸              備取         一般生 

      805150019      翁○華              備取         一般生 

      805150003      游○               備取         一般生 

      805170002      郭○萱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6名    備取 4名 

      系所組代碼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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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6150006      陳○佑              正取         一般生 

      806150010      劉○鎂              正取         一般生 

      806150013      林○文              正取         一般生 

      806150001      陳○妤              正取         一般生 

      806150003      楊○融              備取         一般生 

      806150018      蔡○妏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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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807 

      系所組別: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7250013      戴○恩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14      顏○宇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16      曾○瑩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21      林○妤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10      蔡○妏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05      李○育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08      曾○玉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06      林○儂              正取         在職生 

      807250007      謝○翰              備取         在職生 

      807250004      陳○慈              備取         在職生 

      以上合計錄取:b職生正取 8名      備取 2名 

      系所組代碼 808 

      系所組別: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808150009      張○佑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01      安○寧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10      黃○昀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14      黃○澤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16      鍾○駿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12      黃○妤              正取         一般生 

      808150011      林○莉              正取         一般生 

      808170002      林○嬋              備取         一般生 

      808150007      葉○嘉              備取         一般生 

      808150008      楊○融              備取         一般生 

      808150002      楊○承              備取         一般生 

      808170003      吳○璿              備取         一般生 

      808170004      黃○耕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7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908 

      系所組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電波)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908150039      曾○儒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21      徐○宸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49      曹  ○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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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150040      林○誠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20      曾○嘉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03      李○佑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48      陳○源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50      趙○又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59      林○翔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10      張○德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28      林○安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31      陳○穎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46      楊○中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33      盧○均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07      趙○廉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30      陽○萌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42      胡○喬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63      鄭○修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35      楊○豪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58      呂○堯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18      林○琪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16      陳○瑞              正取         一般生 

      908150015      葉○宏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34      紀○愷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01      黃○澤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61      張○賢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56      程○元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66      曾○軒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11      王○翔              備取         一般生 

      908150044      馬  ○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2名    備取 8名 

      系所組代碼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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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909150059      黃○鈞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94      黃○心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95      林○昌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87      張○程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78      林○均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75      于○程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46      李○佑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55      馬○洋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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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50067      張○翌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04      賴○琳              正取         一般生 

      909150103      張○維              正取         一般生 

      909150105      辜○唐              正取         一般生 

      909150108      呂○翰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37      王○晴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86      陳○恆              正取         一般生 

      909150070      陳○屹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8      劉○沅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56      許○楨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96      彭○奇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06      孫○軒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1      徐○宸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52      謝○哲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20      郭○平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19      徐○榆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54      方○涵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4      劉○彥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30      蔡○倫              備取         一般生 

      909150104      李○勳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76      許○先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27      陳○如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53      王○文              備取         一般生 

      909150107      洪○甫              備取         一般生 

      909150110      韋○新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45      謝○茵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5      趙○翔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90      蔡○心              備取         一般生 

      909150100      陳○柔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2      張○任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2      陳○婷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03      李○欣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8      謝○諺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9      徐○奕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13      陳○邦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24      潘○龍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3      鄭○恩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98      盧○臻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9      葉○宏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34      林○涵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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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50001      李○澤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61      賴○廷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99      陳○源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85      謝○宏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07      陳○瑋              備取         一般生 

      909150091      曾○儒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5名    備取 39 名 

      系所組代碼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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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910150053      李○緒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24      邱○祐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68      王○淳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06      高○聖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15      趙○杰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20      洪○維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14      林○善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19      徐○宸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48      卓○文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47      賴○辰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31      洪○珊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35      王  ○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07      游○毅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74      吳○軒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64      黃○文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55      劉○昕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29      吳○霆              正取         一般生 

      910150052      劉○廷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60      顏○賢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05      辜○唐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26      羅○翔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5      林○暐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38      張○彥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2      蔡○翔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80      李○勳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37      呂○元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13      鍾○綾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63      程○元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6      李○欣              備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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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150001      楊○丞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77      張○軒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22      龔○翔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75      王○晴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30      張○程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3      邱○宸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72      陳○玟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10      廖○婷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9      林○均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18      李○宇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62      黃○鈞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16      黃○元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08      何○翰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03      楊○廷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4      廖○妤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41      陳○柔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34      柳○澤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39      溫○領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09      趙○翔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54      滑○茵              備取         一般生 

      910150061      陳○慈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7名    備取 33 名 

      系所組代碼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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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917150022      鄭○佑              正取         一般生 

      917150001      陳  ○              正取         一般生 

      917150013      陳○任              正取         一般生 

      917150014      葉○均              備取         一般生 

      917150023      陳○蓁              備取         一般生 

      917170003      洪○妤              備取         一般生 

      917150007      姚○安              備取         一般生 

      917150010      詹○○約            備取         一般生 

      917150021      方○智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3名    備取 6名 

      系所組代碼 919 

      系所組別:資料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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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919150026      高○毅              正取         一般生 

      919150002      王○方              正取         一般生 

      919150021      王○弘              正取         一般生 

      919150006      簡○誠              正取         一般生 

      919150012      陳○漪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16      李○緒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09      何○語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05      洪○珊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22      李○澄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17      鍾○綾              備取         一般生 

      919150010      邱○泰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4名    備取 7名 

      系所組代碼 A09 

      系所組別: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A09150075      蔡○安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24      林○儀              正取         一般生 

      A09150258      柯○青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09      陳○翰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67      何  ○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60      鄭○韻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34      王○琇              正取         一般生 

      A09150227      黃○玄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11      郭○容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48      許○安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61      張○鈞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69      陳○融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91      盧○言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88      黃○書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79      錢  ○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44      蔡○榮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96      張○庭              正取         一般生 

      A09150232      黃  ○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10      黃○宣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89      邱○瑄              正取         一般生 

      A09150243      鄭○正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02      陳○鴻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33      楊○祖              正取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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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150035      廖○嘉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87      溫○維              正取         一般生 

      A09150147      李○文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43      許○芸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45      吳○庭              正取         一般生 

      A09150068      顏○妤              正取         一般生 

      A09170017      黃○茵              備取         一般生 

      A09150157      陳○澤              備取         一般生 

      A09150103      劉○瑜              備取         一般生 

      A09150154      蕭○洋              備取         一般生 

      A09150091      黃○昱              備取         一般生 

      A09150059      蕭○廷              備取         一般生 

      A09150066      姚○升              備取         一般生 

      A09150080      黃  ○              備取         一般生 

      A09150213      俞○文              備取         一般生 

      A09150100      游○瑜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9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代碼 B03 

      系所組別: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B03150003      塗○融              正取         一般生 

      B03170004      簡○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19      劉○榆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07      張○悅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33      謝○田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13      馬○勤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12      王○瑜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23      李○霖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01      劉○廷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31      張○堯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26      林○鎂              正取         一般生 

      B03170005      高○鴻              正取         一般生 

      B03150008      吳○涵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3名 

      系所組代碼 B04 

      系所組別: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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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4150005      孫  ○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01      楊○淞              正取         一般生 

      B04170003      彭○倫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10      李○怡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13      邱○晨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06      王○凱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03      徐○涵              正取         一般生 

      B04150014      沈○賢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8名 

      系所組代碼 B07 

      系所組別: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B07170005      簡○成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21      謝○謙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18      許  ○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04      連○瑢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25      谷○晨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02      陳○沂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30      宋○庭              正取         一般生 

      B07170006      蘇○濰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24      黃○盉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20      鄭○杰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06      陳○渝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19      李○毅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15      邱○瑄              正取         一般生 

      B07170004      葉○巧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14      林○玄              正取         一般生 

      B07150001      ○○宣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23      樊  ○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12      郭○琪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11      張○笙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09      李○源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13      許○璇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16      簡○恩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29      鄧○翔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22      林○翎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26      王○荏              備取         一般生 

      B07150027      蔡○葳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15名    備取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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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代碼 H01 

      系所組別: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H01150033      蔡○霖              正取         一般生 

      H01150127      趙○畦              正取         一般生 

      H01150062      葉○竣              正取         一般生 

      H01150129      簡○宇              正取         一般生 

      H01150037      張○琮              正取         一般生 

      H01150028      趙○程              正取         一般生 

      H01150075      吳○錡              正取         一般生 

      H01150131      張○晨              正取         一般生 

      H01150031      吳○寬              正取         一般生 

      H01150107      林○竺              備取         一般生 

      H01150132      郭○君              備取         一般生 

      H01150112      蔡○婷              備取         一般生 

      H01170007      張○逢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78      范○源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46      姚○翔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36      朱○榮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98      鄭○雯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26      黃○名              備取         一般生 

      H01150018      邱○育              備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9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代碼 H04 

      系所組別:智慧醫療與健康資訊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証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身份別 

      H04150002      滑○茵              正取         一般生 

      H04150001      黃○如              正取         一般生 

      以上合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