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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正、備取生名單 

※ 榜單內容如有爭議，以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錄取考生注意事項】 

 

一、 錄取考生於獲知錄取結果後，正、備取生請於111年5月17日10時至5月19日 

24時辦理網路報到，登入下列網址勾選是否願意入學就讀。 

網址：http://gra103.aca.ntu.edu.tw/grap/。 
 

二、 正、備取生未於 111 年 5 月 17 日 10 時至 5 月 19 日 24 時辦理網路報到 

者，正取生取消其入學資格，若該系所組列有備取生者，其缺額由已辦理 

登記遞補之備取生依序遞補；備取生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其遞補資格， 

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三、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於辦理註冊入學時，須繳驗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學

歷證件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入出國日期證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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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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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項招生於辦理新生註冊後，若有錄取生逾期未註冊者，仍依已登記而未 

遞補之備取生名次順序，由本校通知至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辦理再遞補。 

本校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之截止日為當學年度開學日前；但農經系、生傳系、事

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生物科技管理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遞補作業之截止日為該系專班 111 學年度第 1 期繳費截止日。 

 
 

                    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錄取名單                   

 

  系所組別: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政府與公共事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10005         古○珍       正取 

                 3010002         沈○勛       正取 

                 3010019         莊○琪       正取 

                 3010029         沈○珮       正取 

                 3010035         周○敏       正取 

                 3010033         詹○翔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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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039         熊○庭       正取 

                 3010034         洪○奇       正取 

                 3010014         干○婕       正取 

                 3010007         孔○靜       正取 

                 3010015         卓○枝       正取 

                 3010011         洪○婷       正取 

                 3010003         王○傑       正取 

                 3010045         翁○雯       正取 

                 3010038         姚○格       正取 

                 3010044         葉○嵐       正取 

                 3010050         詹○雯       正取 

                 3010036         余○婕       正取 

                 3010037         許○鳴       正取 

                 3010032         王○嵐       正取 

                 3010022         張○宏       正取 

                 3010047         黃○琪       正取 

                 3010009         邱○煜       正取 

                 3010006         張○賢       正取 

                 3010025         曾○傑       正取 

                 3010043         宋○瑜       正取 

                 3010031         許○愷       正取 

                 3010042         陳○慧       正取 

                 3010028         郭○浩       正取 

                 3010008         黃○維       備取 

                 3010052         林○祥       備取 

                 3010049         張○萍       備取 

                 3010023         朱○豪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9 名     備取 4 名 

 

 

  系所組別: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政府與公共事務組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公共政策與經濟分析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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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002         張○華       正取 

                 3030006         楊○翔       正取 

                 3030028         劉○錡       正取 

                 3030015         陳○綸       正取 

                 3030019         徐○慧       正取 

                 3030030         劉○硯       正取 

                 3030004         陳○君       正取 

                 3030005         顏○銘       正取 

                 3030013         林○毅       正取 

                 3030029         林○樺       正取 

                 3030039         趙○馨       正取 

                 3030003         林○詔       正取 

                 3030007         葉○男       正取 

                 3030020         曾○衍       正取 

                 3030032         張○堯       正取 

                 3030041         呂○權       正取 

                 3030031         謝○傑       正取 

                 3030044         邱○弘       正取 

                 3030012         林○妙       正取 

                 3030046         侯○如       正取 

                 3030037         蔡○真       正取 

                 3030025         李○如       正取 

                 3030008         戴○杰       正取 

                 3030011         邱○賓       正取 

                 3030026         楊○鈞       正取 

                 3030035         陳○維       正取 

                 3030010         李○佩       正取 

                 3030001         邱○寯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8 名 

 

 

  系所組別: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公共政策與經濟分析專班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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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50014         羅  ○       正取 

                 3050004         王○珩       正取 

                 3050003         徐○祐       正取 

                 3050007         謝○梅       正取 

                 3050002         張○一       正取 

                 3050006         范○麒       正取 

                 3050001         張○心       正取 

                 3050008         沈○珮       備取 

                 3050011         蘇○彰       備取 

                 3050005         陳○瑋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7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60003         山○佑       正取 

                 3060027         許○仁       正取 

                 3060016         卓○枝       正取 

                 3060037         陳○岑       正取 

                 3060009         王○瑜       正取 

                 3060001         黃○國       正取 

                 3060005         姚○軒       正取 

                 3060007         許○維       正取 

                 3060017         劉○宜       正取 

                 3060039         陳○妏       正取 

                 3060025         李○勻       正取 

                 3060022         張○凱       正取 

                 3060026         劉○婷       正取 

                 3060038         吳○瑋       正取 

                 3060015         紀○儒       正取 

                 3060019         曾○傑       正取 

                 3060008         潘○豪       正取 

                 3060011         楊○順       正取 

                 3060030         沈○強       正取 

                 3060042         李○祥       正取 

                 3060010         柳○庭       正取 

                 3060040         徐○芳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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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31         陳○霖       正取 

                 3060028         歐○吉       備取 

                 3060036         楊○宜       備取 

                 3060002         陳○鈴       備取 

                 3060035         翁○雯       備取 

                 3060023         游○儒       備取 

                 3060018         吳○達       備取 

                 3060013         方○茹       備取 

                 3060034         廖○上       備取 

                 3060033         黃○薇       備取 

                 3060006         劉○誠       備取 

                 3060020         高○芳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3 名     備取 11 名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臨床醫學研究組-一般醫學組(在職醫

師)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10003         林○鴻       正取 

                 4010005         陳○宇       正取 

                 4010019         徐  ○       正取 

                 4010018         黃○寧       正取 

                 4010010         陳○凱       正取 

                 4010001         秦○翊       正取 

                 4010004         林○宇       正取 

                 4010020         江○儀       正取 

                 4010014         蔡○任       正取 

                 4010017         范○斌       正取 

                 4010008         陳○瑄       正取 

                 4010015         林○逸       正取 

                 4010009         張○凌       正取 

                 4010016         吳○理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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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011         張○雲       正取 

                 4010007         劉○甫       正取 

                 4010006         薛○盈       正取 

                 4010002         謝○祐       正取 

                 4010013         賴○亦       正取 

                 4010012         王○麟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0 名 

 

 

  系所組別: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臨床醫學研究組-外科醫學組(在職醫

師)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20005         劉○宇       正取 

                 4020001         王○玄       正取 

                 4020004         陳○芳       正取 

                 4020003         劉○雲       正取 

                 4020002         劉○溥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5 名 

 

 

  系所組別: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臨床試驗組-在職醫師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臨床試驗組-在職非醫師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40006         曾○之       正取 

                 4040009         廖○歆       正取 

                 4040012         張○芳       正取 

                 4040010         練○玲       正取 

                 4040014         陳○維       正取 

                 4040004         李○珩       正取 

                 4040013         林○珊       正取 

                 4040005         陳○庭       正取 

                 4040001         莊○維       正取 

                 4040011         張○婷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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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02         黃○勳       正取 

                 4040007         吳○甄       正取 

                 4040003         陳○君       正取 

                 4040008         呂○瑀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4 名 

 

 

  系所組別: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50001         吳○豪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 名 

 

 

  系所組別: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主修遺傳諮詢)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60006         劉○豪       正取 

                 4060005         黃○慧       正取 

                 4060004         王○婷       正取 

                 4060003         林○伶       正取 

                 4060002         周○薔       正取 

                 4060012         劉○甫       正取 

                 4060007         陳○芊       正取 

                 4060009         戴○謙       正取 

                 4060011         林○宏       正取 

                 4060013         蔡○縈       正取 

                 4060008         胡  ○       正取 

                 4060010         陳○如       正取 

                 4060001         沈○華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3 名 

 

 

  系所組別: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主修遺傳諮詢)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營建工程與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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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10010         傅○瑩       正取 

                 5010015         黃○國       正取 

                 5010029         賴○淞       正取 

                 5010001         謝○儒       正取 

                 5010003         林○菁       正取 

                 5010019         蘇○榮       正取 

                 5010002         林○香       正取 

                 5010005         王○國       正取 

                 5010038         馬○堤       正取 

                 5010014         李○櫻       正取 

                 5010012         郭○閎       正取 

                 5010016         許○榮       正取 

                 5010048         陳○穎       正取 

                 5010046         林○忠       正取 

                 5010027         陳○廷       正取 

                 5010036         陳○佑       正取 

                 5010045         劉○宏       正取 

                 5010013         劉○煥       正取 

                 5010031         張○智       正取 

                 5010025         蕭○馥       備取 

                 5010047         王○毅       備取 

                 5010007         蔡○泰       備取 

                 5010051         葉○筠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9 名     備取 4 名 

 

 

  系所組別: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環境規劃與管理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20002         李○宏       正取 

                 5020007         羅○亭       正取 

                 5020001         陳○穎       正取 

                 5020009         陳○升       正取 

                 5020004         林○穎       正取 

                 5020005         劉○德       正取 

                 5020006         李○原       備取 

                 5020008         陳○倫       備取 

                 5020003         蔡○惠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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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6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跨領域整合與創新」高階主管專

班(臺大 EMS)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30004         魏○芬       正取 

                 5030002         陳○伶       正取 

                 5030017         游○慧       正取 

                 5030042         江○偉       正取 

                 5030041         謝○毓       正取 

                 5030046         郭○穎       正取 

                 5030008         林○人       正取 

                 5030024         陳○鼎       正取 

                 5030029         陳○任       正取 

                 5030012         高○億       正取 

                 5030001         蘇○禎       正取 

                 5030050         陳○邑       正取 

                 5030003         王○翔       正取 

                 5030030         劉○聰       正取 

                 5030054         梁○珠       正取 

                 5030048         明○增       正取 

                 5030011         邱○勝       正取 

                 5030009         楊○婷       正取 

                 5030010         高○坤       正取 

                 5030007         陳○莉       正取 

                 5030037         劉○婷       備取 

                 5030016         楊○旭       備取 

                 5030015         李○珍       備取 

                 5030006         陳○誌       備取 

                 5030018         李○啟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0 名     備取 5 名 

 

 

  系所組別: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農業經營管理高階主管專班(農經 EMBA)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6010001         江○       正取 

                 6010017         林○涵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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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18         謝○倫       正取 

                 6010040         林○長       正取 

                 6010024         張○梅       正取 

                 6010032         白○靜       正取 

                 6010027         張○維       正取 

                 6010023         洪○佳       正取 

                 6010050         陳○順       正取 

                 6010033         彭○芬       正取 

                 6010034         張○崴       正取 

                 6010041         陳○仲       正取 

                 6010036         劉○強       正取 

                 6010010         郭○呈       正取 

                 6010030         鄭○昇       正取 

                 6010011         陳○宇       正取 

                 6010007         李○運       正取 

                 6010014         林○吟       正取 

                 6010048         陳○儒       正取 

                 6010008         曾  ○       正取 

                 6010043         陳○樺       正取 

                 6010013         杜○政       正取 

                 6010012         趙○如       正取 

                 6010003         林○昌       正取 

                 6010002         張○瑜       正取 

                 6010026         陳○耀       正取 

                 6010006         賴○宏       正取 

                 6010035         蕭○芳       正取 

                 6010037         杜○枝       正取 

                 6010031         洪○祥       正取 

                 6010004         卓○瀝       備取 

                 6010052         李○璇       備取 

                 6010015         周○庭       備取 

                 6010045         謝○嫻       備取 

                 6010021         江○澤       備取 

                 6010029         張○怡       備取 

                 6010042         劉○群       備取 

                 6010044         許○嵐       備取 

                 6010020         莊○洲       備取 

                 6010009         張○緯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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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30 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農業經營管理高階主管專班(農經 EMBA)

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農業創新傳播高階主管專班

(生傳 EMBA)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6030022         葉○忠       正取 

                 6030008         張○瑄       正取 

                 6030031         陳○碩       正取 

                 6030046         林○欽       正取 

                 6030045         許○銘       正取 

                 6030025         彭○道       正取 

                 6030035         詹○婷       正取 

                 6030044         黃○耀       正取 

                 6030039         林○景       正取 

                 6030019         廖○瓊       正取 

                 6030026         許○政       正取 

                 6030033         黃○君       正取 

                 6030021         鍾○中       正取 

                 6030038         劉○源       正取 

                 6030001         丁○民       正取 

                 6030006         范○勛       正取 

                 6030010         卓○絡       正取 

                 6030041         段  ○       正取 

                 6030029         朱○慶       正取 

                 6030042         陳○廷       正取 

                 6030005         蔣○利       備取 

                 6030023         林○寰       備取 

                 6030013         虞○驊       備取 

                 6030007         張○琦       備取 

                 6030020         柯○宜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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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0 名     備取 5 名 

 

 

  系所組別: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農業創新傳播高階主管專班

(生傳 EMBA) 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創業創新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7010331         張○甄       正取 

                 7010079         謝○衡       正取 

                 7010333         周○宣       正取 

                 7010214         鄭○珺       正取 

                 7010104         徐○慈       正取 

                 7010277         蘇○彰       正取 

                 7010063         吳○宇       正取 

                 7010170         施○文       正取 

                 7010154         蘇○涵       正取 

                 7010060         陳○希       正取 

                 7010038         張○嵐       正取 

                 7010315         呂○益       正取 

                 7010066         武○翔       正取 

                 7010178         陳○益       正取 

                 7010106         蔡○志       正取 

                 7010165         徐○均       正取 

                 7010318         鄭○婷       正取 

                 7010224         洪○婷       正取 

                 7010263         李○葳       正取 

                 7010157         黃  ○       正取 

                 7010211         曾○泉       正取 

                 7010219         張○哲       正取 

                 7010229         陳○瑋       正取 

                 7010262         張○文       正取 

                 7010303         陳○翔       正取 

                 7010189         張○康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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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002         江○儀       正取 

                 7010087         陳○萱       正取 

                 7010226         張○婷       正取 

                 7010274         莊○筠       正取 

                 7010298         許○儒       備取 

                 7010016         洪○瑋       備取 

                 7010036         李○興       備取 

                 7010242         范○平       備取 

                 7010295         林○廷       備取 

                 7010186         馮○華       備取 

                 7010004         何○舜       備取 

                 7010123         潘○霖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30 名     備取 8 名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10021         余○婕       正取 

                 8010024         林○萱       正取 

                 8010012         劉○青       正取 

                 8010001         机○       正取 

                 8010014         陳○榆       正取 

                 8010028         莊○文       正取 

                 8010023         劉○睿       正取 

                 8010015         姜○宇       正取 

                 8010005         蔡○輝       正取 

                 8010017         李○聿       正取 

                 8010013         蕭○城       正取 

                 8010019         何○蓉       正取 

                 8010022         林○如       正取 

                 8010009         柳○佳       正取 

                 8010020         游○儀       正取 

                 8010010         劉○文       備取 

                 8010006         劉○倫       備取 

                 8010011         郭○昀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5 名     備取 3 名 

 

 



 14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甲組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30007         黃○元       正取 

                 8030006         田○瑛       正取 

                 8030004         林○豐       正取 

                 8030003         張○茜       正取 

                 8030009         邱○吉       正取 

                 8030005         黃○淳       正取 

                 8030001         蔡○真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7 名 

 

 

  系所組別: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40011         劉○軒       正取 

                 8040035         李○宇       正取 

                 8040010         何○蓉       正取 

                 8040025         朱○靜       正取 

                 8040009         李○旃       正取 

                 8040001         張○翔       正取 

                 8040017         魏○翔       正取 

                 8040020         林○樺       備取 

                 8040027         林○興       備取 

                 8040023         陳○匡       備取 

                 8040018         邱○翔       備取 

                 8040022         林○萱       備取 

                 8040019         謝○融       備取 

                 8040007         潘○梅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7 名      備取 7 名 

 

 

  系所組別: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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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9010028         蘇○鈞       正取 

                 9010016         任○頤       正取 

                 9010030         游○翔       正取 

                 9010021         洪○彬       正取 

                 9010011         梁○勻       正取 

                 9010009         陳○維       正取 

                 9010002         劉○潔       正取 

                 9010017         楊○皓       備取 

                 9010008         李○帆       備取 

                 9010037         姚○倢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7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智慧科技與資訊安全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9020001         葉○星       正取 

                 9020036         蘇○鈞       正取 

                 9020005         謝○昇       正取 

                 9020003         李○恆       正取 

                 9020035         劉○甫       正取 

                 9020014         黃○筑       正取 

                 9020041         施○妤       正取 

                 9020039         宋○玟       正取 

                 9020050         姚○倢       正取 

                 9020023         陳○安       正取 

                 9020052         卓○宏       正取 

                 9020021         劉○廷       正取 

                 9020020         莫○豐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13 名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10068         卓○盛       正取 

                 E010172         陳○旭       正取 

                 E010143         賴○君       正取 

                 E010012         陳○全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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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10011         余○燕       正取 

                 E010088         蘇○婷       正取 

                 E010170         葉○平       正取 

                 E010020         游○欣       正取 

                 E010174         張○偉       正取 

                 E010152         王○衡       正取 

                 E010022         王○綺       正取 

                 E010015         廖○敏       正取 

                 E010124         吳○州       正取 

                 E010056         陳○萱       正取 

                 E010131         林○玲       正取 

                 E010107         高○勝       正取 

                 E010176         郭○一       正取 

                 E010037         林○梅       正取 

                 E010139         簡○憲       正取 

                 E010003         林○男       正取 

                 E010101         江○靜       正取 

                 E010084         柯○廷       正取 

                 E010120         邱○鈞       正取 

                 E010098         何○羽       正取 

                 E010162         吳○澐       正取 

                 E010055         王○鈴       正取 

                 E010080         林○成       正取 

                 E010140         賴○妤       正取 

                 E010066         范○轅       正取 

                 E010010         田○文       正取 

                 E010018         李○淨       備取 

                 E010112         王○憓       備取 

                 E010151         張○翔       備取 

                 E010031         袁○昌       備取 

                 E010059         陳○廣       備取 

                 E010149         郭○辰       備取 

                 E010163         徐○晴       備取 

                 E010133         汪○       備取 

                 E010145         林○鈞       備取 

                 E010023         翁○庚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30 名     備取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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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30005         洪○揚       正取 

                 E030018         謝○和       正取 

                 E030011         朱○元       正取 

                 E030034         黃○盈       正取 

                 E030015         陳○吉       正取 

                 E030063         顏○修       正取 

                 E030010         朱○平       正取 

                 E030053         黃○莉       正取 

                 E030077         謝○哲       正取 

                 E030009         林○鈺       正取 

                 E030054         李○美       正取 

                 E030003         韋○芳       正取 

                 E030020         楊○倫       正取 

                 E030067         林○瑄       正取 

                 E030030         白○綺       正取 

                 E030040         李○亭       正取 

                 E030032         黃○瑜       正取 

                 E030014         陳○涵       正取 

                 E030006         王○澐       正取 

                 E030028         陳○慧       正取 

                 E030060         方○俊       正取 

                 E030001         張○雯       正取 

                 E030057         劉○騰       正取 

                 E030082         李○祐       正取 

                 E030029         李○寧       正取 

                 E030059         廖○珊       正取 

                 E030016         呂○珍       正取 

                 E030076         楊○甯       備取 

                 E030037         曾○馨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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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30042         林○鈞       備取 

                 E030004         江○偉       備取 

                 E030039         葉○青       備取 

                 E030071         吳○州       備取 

                 E030055         廖○成       備取 

                 E030074         羅○宏       備取 

                 E030072         王○婷       備取 

                 E030012         毛○薇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7 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住民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本系所(組)無考生達錄取標準 

 

 

  系所組別:生物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50027         翁○玉       正取 

                 E050020         邱○合       正取 

                 E050050         林○玲       正取 

                 E050006         陳○婷       正取 

                 E050008         李○芸       正取 

                 E050024         廖○達       正取 

                 E050023         高○成       正取 

                 E050015         張○岳       正取 

                 E050016         吳○嫻       正取 

                 E050031         賴○文       正取 

                 E050043         郭○豪       正取 

                 E050007         俞○鈞       正取 

                 E050052         葉○典       正取 

                 E050030         吳○萱       正取 

                 E050053         詹○婷       正取 

                 E050026         葉○軒       正取 

                 E050014         于○瑄       正取 

                 E050040         洪  ○       正取 

                 E050032         張○軍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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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50005         張○婷       正取 

                 E050034         柯○陽       正取 

                 E050039         劉○伯       正取 

                 E050042         袁○平       正取 

                 E050061         黃○荃       正取 

                 E050044         陳○怡       正取 

                 E050059         李○孝       正取 

                 E050018         顏○儀       正取 

                 E050054         饒○玥       備取 

                 E050057         連○瑗       備取 

                 E050010         張○筌       備取 

                 E050022         彭○建       備取 

                 E050003         藍○汝       備取 

                 E050060         謝○語       備取 

                 E050012         邱○君       備取 

                 E050056         詹○昕       備取 

                 E050045         黃○霖       備取 

                 E050009         萬○霖       備取 

           以上合計錄取：正取 27 名     備取 1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