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 112學年度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招生錄取考生名單 

※本榜單內容如有爭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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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3 日 10 時至    

11月 24日 24時辦理網路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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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正取生逾期未報到或未依規定辦理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其缺額由同組已    

登記遞補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 

三、 備取生逾期未報到或未依規定辦理者，取消其遞補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補報到。 

四、 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於辦理註冊入學時，須繳驗經中華民國

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學歷證件正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如非屬中文或英文

版本者，請先中譯或英譯後，然後持翻譯本與原文之畢業證書與成績

單，至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辦理驗證。並檢附入出國日期證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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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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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在職專班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之截止日為本專班 112學年第 1期繳費截    

止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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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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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系所主任核可；公費

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不得據以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公費生及有實

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志願役軍人、警察…

等，報考時除應符合本校報考資格之規定外，並應自行考量是否符合因其身



分所涉之相關法令規定，若經報考並獲錄取，不得以具前述身分為由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 

七、 錄取考生無法於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註冊入學時繳驗學位證書(以高、特

考身分報考者繳驗及格證書，以肄業身分報考者繳驗修業證明書)之正本

者，則註銷其入學資格。 

八、 本專班之正取生名單係以准考證號碼排序，與錄取名次無關；備取生名單

順序則代表遞補順序。 

 

 

              國立臺灣大學 112學年度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錄取名單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商學組(週四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10017    林○邦    正取                                                         

P010019    林○芃    正取                                                         

P010027    郭○祥    正取                                                         

P010037    吳○清    正取                                                         

P010065    吳○吉    正取                                                         

P010066    張○文    正取                                                         

P010078    曹○誌    正取                                                         

P010091    王○綸    正取                                                         



P010100    吳○成    正取                                                         

P010118    張○彥    正取                                                         

P010123    沈○吟    正取                                                         

P010124    陳○侃    正取                                                         

P010129    馮○意    正取                                                         

P010150    白○中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14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商學組(週末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10001    蔡○欣    正取                                                         

P010011    游○林    正取                                                         

P010013    林○特    正取                                                         

P010016    薛○泯    正取                                                         

P010023    簡○宏    正取                                                         

P010029    翁○斌    正取                                                         

P010033    孫○堂    正取                                                         

P010034    袁○慧    正取                                                         

P010035    王○勳    正取                                                         



P010038    曾○勝    正取                                                         

P010041    呂○宏    正取                                                         

P010043    廖○梅    正取                                                         

P010044    千○○澄凜    正取                                                         

P010045    吳○瑜    正取                                                         

P010052    袁○萍    正取                                                         

P010060    方○欽    正取                                                         

P010063    何○裕    正取                                                         

P010070    陳○聖    正取                                                         

P010079    江○玲    正取                                                         

P010080    林○欽    正取                                                         

P010081    侯○偉    正取                                                         

P010088    王○鳳    正取                                                         

P010090    吳○晃    正取                                                         

P010125    曾○逸    正取                                                         

P010126    呂○霖    正取                                                         

P010127    葉○禎    正取                                                         

P010134    陳○欽    正取                                                         

P010135    郭○田    正取                                                         



P010145    謝○玲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29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商學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10171    柯○沛    備取第 1名 

P010136    李○靜    備取第 2名 

P010160    謝○智    備取第 3名 

P010042    蔡○怡    備取第 4名 

P010111    陳○明    備取第 5名 

以上合計錄取： 備取 5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會計與管理決策組(週四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20008    王○泰    正取                                                         

P020014    王○煌    正取                                                         

P020016    許○元    正取                                                         

P020064    郭○凱    正取                                                         



P020077    王○明    正取                                                         

P020083    馮○煒    正取                                                         

P020087    陳○秀    正取                                                         

P020090    蔡○全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8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會計與管理決策組(週末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20002    蔡○柳    正取                                                         

P020010    王○青    正取                                                         

P020013    許○能    正取                                                         

P020027    江○玲    正取                                                         

P020030    楊○宇    正取                                                         

P020033    封○安    正取                                                         

P020049    何○輝    正取                                                         

P020056    林○瑋    正取                                                         

P020058    鄭○甫    正取                                                         

P020066    林○桓    正取                                                         

P020070    李○翰    正取                                                         



P020073    陳○仁    正取                                                         

P020075    蔡○芳    正取                                                         

P020088    陳○廷    正取                                                         

P020092    趙○慧    正取                                                         

P020094    譚○聰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16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會計與管理決策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20011    葉○豪    備取第 1名 

P020005    高○書    備取第 2名 

P020006    陳○文    備取第 3名 

P020065    洪○超    備取第 4名 

P020029    余○育    備取第 5名 

P020009    施○心    備取第 6名 

P020082    徐○豪    備取第 7名 

P020091    梁○仁    備取第 8名 

P020019    張○正    備取第 9名 

P020081    陳○昇    備取第 10名 



以上合計錄取：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週四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30004    詹○芳    正取                                                         

P030006    何○基    正取                                                         

P030008    黃○鴻    正取                                                         

P030009    劉○雯    正取                                                         

P030011    陳○一    正取                                                         

P030034    劉○容    正取                                                         

P030039    陳○明    正取                                                         

P030072    林○凰    正取                                                         

P030078    林○億    正取                                                         

P030081    何○勳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10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週末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30002    周○華    正取                                                         

P030010    林○勳    正取                                                         

P030012    陳○民    正取                                                         

P030015    許○碩    正取                                                         

P030017    高○鈞    正取                                                         

P030018    陳○瑋    正取                                                         

P030023    劉○尉    正取                                                         

P030027    許○洲    正取                                                         

P030029    莊○域    正取                                                         

P030030    楊○惠    正取                                                         

P030031    許○仁    正取                                                         

P030043    陳○昇    正取                                                         

P030062    王○菊    正取                                                         

P030066    廖○泠    正取                                                         

P030069    周○婷    正取                                                         

P030074    藍○益    正取                                                         

P030075    王○昇    正取                                                         

P030080    黃○維    正取                                                         

P030082    陳○成    正取                                                         



P030084    林○馨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20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30071    王○銘    備取第 1名 

P030033    廖○誠    備取第 2名 

P030041    賴○彥    備取第 3名 

P030046    張○信    備取第 4名 

P030056    蔡○正    備取第 5名 

P030025    陳○如    備取第 6名 

以上合計錄取： 備取 6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企業管理組(週四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40003    高○鎮    正取                                                         

P040044    戴○維    正取                                                         

P040046    林○濬    正取                                                         



P040054    楊○綱    正取                                                         

P040058    謝○揚    正取                                                         

P040068    陳○裕    正取                                                         

P040071    彭○瑩    正取                                                         

P040072    李○玲    正取                                                         

P040088    王○翔    正取                                                         

P040092    林○宜    正取                                                         

P040095    簡○芬    正取                                                         

P040145    蔡○融    正取                                                         

P040150    劉○華    正取                                                         

P040155    陳○斌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14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企業管理組(週末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40006    蕭○君    正取                                                         

P040011    余○蓬    正取                                                         

P040015    何○芳    正取                                                         

P040016    黃○東    正取                                                         



P040018    劉○洲    正取                                                         

P040021    何○成    正取                                                         

P040029    邱○聲    正取                                                         

P040035    謝○宏    正取                                                         

P040037    曾○玉    正取                                                         

P040039    朱○華    正取                                                         

P040051    呂○晨    正取                                                         

P040053    林○瑩    正取                                                         

P040060    陳○璋    正取                                                         

P040065    黃○琪    正取                                                         

P040077    徐○騰    正取                                                         

P040079    林○青    正取                                                         

P040094    王○晴    正取                                                         

P040102    張○倫    正取                                                         

P040103    劉○佳    正取                                                         

P040108    趙○玲    正取                                                         

P040112    黃○豪    正取                                                         

P040114    溫○昌    正取                                                         

P040120    陳○叡    正取                                                         



P040132    謝○蓁    正取                                                         

P040134    洪○豪    正取                                                         

P040136    崔○韻    正取                                                         

P040146    陳○華    正取                                                         

P040152    端○正    正取                                                         

P040157    林○茂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29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企業管理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40063    趙○君    備取第 1名 

P040038    高○芬    備取第 2名 

P040117    鄭○鴻    備取第 3名 

P040064    陳○仲    備取第 4名 

P040069    吳○明    備取第 5名 

P040113    何○旭    備取第 6名 

P040123    呂○修    備取第 7名 

P040048    朱○雯    備取第 8名 

P040022    邱○億    備取第 9名 



P040137    鄭○智    備取第 10名 

以上合計錄取：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組(週四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50015    陳○銘    正取                                                         

P050021    鄭○俊    正取                                                         

P050028    古○基    正取                                                         

P050031    葉○浩    正取                                                         

P050033    簡○哲    正取                                                         

P050049    劉○翰    正取                                                         

P050050    許○曼    正取                                                         

P050063    鄭○光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8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組(週末班)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50008    楊○晴    正取                                                         



P050014    陳○宏    正取                                                         

P050019    邱○慧    正取                                                         

P050020    陳○樺    正取                                                         

P050022    劉○琳    正取                                                         

P050023    朱○彬    正取                                                         

P050029    蔡○璇    正取                                                         

P050030    李○航    正取                                                         

P050032    林○佑    正取                                                         

P050035    石○倫    正取                                                         

P050041    連○茹    正取                                                         

P050044    阮○明    正取                                                         

P050045    何○翰    正取                                                         

P050054    姚○玲    正取                                                         

P050060    吳○穎    正取                                                         

P050064    曾○泉    正取                                                         

以上合計錄取： 正取 16 名                                    

 系所組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組 

身分別：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P050007    陳○尹    備取第 1名 

P050016    陳○彰    備取第 2名 

P050009    陳○鴻    備取第 3名 

P050017    洪○昇    備取第 4名 

P050046    江○縉    備取第 5名 

P050070    陳○翰    備取第 5名 

以上合計錄取： 備取 6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