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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9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1201011 姜豐 正取生 

10911201013 蔡詩容 正取生 

10911201010 李佳育 正取生 

10911201008 徐敏瑄 正取生 

10911201005 劉承叡 備取生第 1名 

10911201001 華慶璋 備取生第 2名 

10911201003 林君庭 備取生第 3名 

10911201012 林佳儀 備取生第 4名 

10911201009 王韋翔 備取生第 5名 

10911201002 高名震 備取生第 6名 

10911201006 林湘宜 備取生第 7名 

計：正取生 4名;備取生 7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在職生 

考生成績未達錄取標準，爰不足額錄取，依簡章第拾項規定經招

生委員會通過其缺額流用至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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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1301010 林柏諭 正取生 

10911301008 林佳儀 正取生 

10911301009 謝艾臻 正取生 

10911301005 張凱智 正取生 

10911301007 張馨文 備取生第 1名 

10911301002 徐苓毓 備取生第 2名 

10911301004 謝羽婷 備取生第 3名 

10911301003 高名震 備取生第 4名 

10911301001 李易謙 備取生第 5名 

10911301012 鄭伊雲 備取生第 6名 

10911301011 蔡詩容 備取生第 7名 

10911301006 徐敏瑄 備取生第 8名 

計：正取生 4名;備取生 8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1302002 馮憶如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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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在職生 

10911302001 鄭渝耀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運動與健康管理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1401002 吳佳真 正取生 

10911401001 張宥心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名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運動與健康管理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1402001 林明意 正取生 

10911402002 楊沛勳 正取生 

10911402003 楊瑞鵑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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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111007 蘇格緯 正取生 

10912111005 許雅孜 正取生 

10912111009 陳泓諭 正取生 

10912111003 陳又嘉 正取生 

10912111006 羅羽宸 正取生 

10912111010 胡翰平 正取生 

10912111002 謝友權 備取生第 1名 

10912111008 陳澤 備取生第 2名 

10912111001 邱鈺智 備取生第 3名 

10912111004 陳威廷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4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121004 張怡茹 正取生 

10912121002 王聖勛 正取生 

10912121003 王睿翊 備取生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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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10912121005 游高 備取生第 2名 

10912121001 黃偵羽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131002 方徐雨慈 正取生 

10912131004 高若瑜 正取生 

10912131003 鍾明展 正取生 

10912131005 吳郁萱 備取生第 1名 

10912131001 林翰平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2名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501007 高禎憶 正取生 

10912501011 林雨頡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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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 

10912501012 陳乃睿 正取生 

10912501003 林竣俞 正取生 

10912501010 林詩穎 正取生 

10912501004 林育民 正取生 

10912501005 吳立威 備取生第 1名 

10912501006 黃麟翔 備取生第 2名 

10912501008 劉冠賢 備取生第 3名 

10912501009 羅君平 備取生第 4名 

10912501002 蘇思予 備取生第 5名 

10912501001 蘇沛榆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6名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502004 陳正維 正取生 

10912502001 林銘慶 正取生 

10912502005 郭家銘 備取生第 1名 

10912502002 林詩穎 備取生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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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10912502003 羅君平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201002 姚昱成 正取生 

10912201003 張峻維 正取生 

10912201007 許弘育 正取生 

10912201011 范子謙 正取生 

10912201006 林暄和 正取生 

10912201004 吳睿庭 正取生 

10912201012 孫翌倫 正取生 

10912201001 林嗣祐 正取生 

10912201005 胡力允 備取生第 1名 

10912201008 林書秀 備取生第 2名 

10912201013 吳志慶 備取生第 3名 

10912201010 吳書漢 備取生第 4名 



8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12201009 謝博旻 備取生第 5名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5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2301001 季家宏 正取生 

10912301004 李宗諭 正取生 

10912301015 黃慶譯 正取生 

10912301002 陳彥呈 正取生 

10912301014 劉林易 正取生 

10912301008 鄭鈞鴻 正取生 

10912301017 李冠霆 正取生 

10912301013 李翊庭 正取生 

10912301010 林雅淇 正取生 

10912301016 黃瀚杰 正取生 

10912301019 沈政學 備取生第 1名 

10912301012 梁家豪 備取生第 2名 

10912301011 邱翊棠 備取生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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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12301007 楊羿承 備取生第 4名 

10912301006 賴鵬仁 備取生第 5名 

10912301003 曾祥瑞 備取生第 6名 

10912301009 蔡承穎 備取生第 7名 

10912301005 曾俊毅 備取生第 8名 

10912301018 陳彥中 備取生第 9名 

計：正取生 10名;備取生 9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101004 劉哲豪 正取生 

10913101003 陳沛安 正取生 

10913101002 李紫彤 正取生 

10913101005 蔡伊洋 正取生 

10913101007 楊岡達 正取生 

10913101001 郭永平 正取生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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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201003 余思頤 正取生 

10913201006 胡雪盈 正取生 

10913201012 張淳惠 正取生 

10913201017 籃翊 正取生 

10913201011 廖玉芊 正取生 

10913201001 王翊 正取生 

10913201013 呂翊霖 正取生 

10913201007 周新宸 正取生 

10913201002 呂羿玟 正取生 

10913201008 鄒宜芳 正取生 

10913201005 王信傑 正取生 

10913201014 陳芷姍 正取生 

10913201015 梁家慎 正取生 

10913201004 楊承翰 備取生第 1名 

10913201018 林雅琴 備取生第 2名 

10913201009 陳薪妤 備取生第 3名 



11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0913201016 史蕙銘 備取生第 4名 

10913201010 陳羽姿 備取生第 5名 

計：正取生 13名;備取生 5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301006 高珮倫 逕予錄取 

10913301001 吳宇凱 逕予錄取 

10913301002 呂羿玟 逕予錄取 

10913301003 施瑞昕 正取生 

10913301008 吳翊熒 正取生 

10913301007 周鈺雯 正取生 

10913301005 陳嘉柔 備取生第 1名 

10913301009 張庭瑄 備取生第 2名 

10913301010 陳鈺婷 備取生第 3名 

10913301004 張越翔 備取生第 4名 

10913301011 陳攀午 備取生第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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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 

10913301012 蔡宗諺 備取生第 6名 

計：逕予錄取生 3 名;正取生 3名;備取生 6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401001 李佳穎 正取生 

10913401007 李家瑜 正取生 

10913401002 陶怡臻 正取生 

10913401003 林桂弘 正取生 

10913401004 陳思妤 正取生 

10913401011 莊雯聿 正取生 

10913401006 周雅晨 備取生第 1名 

10913401009 蕭心瑜 備取生第 2名 

10913401008 林尹淳 備取生第 3名 

10913401010 曾士豪 備取生第 4名 

10913401012 陳攀午 備取生第 5名 

10913401013 蔡宗諺 備取生第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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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碩士班 

10913401005 譚翰文 備取生第 7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7名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501003 黃子庭 逕予錄取 

10913501001 連鈞皓 逕予錄取 

10913501004 董孟翾 正取生 

10913501002 林玨 備取生第 1名 

計：逕予錄取生 2 名;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502002 蘇庭弘 正取生 

10913502001 張鎔敏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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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601009 張榛芸 逕予錄取 

10913601011 李翊慈 正取生 

10913601003 簡袈尼 正取生 

10913601005 許冠中 正取生 

10913601006 鄭儀婕 正取生 

10913601004 陳姿涵 正取生 

10913601002 陳廷逸 正取生 

10913601007 周曉琪 備取生第 1名 

10913601010 馮子明 備取生第 2名 

10913601001 范姜郁翎 備取生第 3名 

10913601008 周冠諺 備取生第 4名 

計：逕予錄取生 1 名;正取生 6名;備取生 4名 

 

 

園藝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3602001 陳明立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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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10913602002 游璧寧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4101004 譚雨青 逕予錄取 

10914101001 高健翔 正取生 

10914101012 莊傳賢 正取生 

10914101015 吳修憲 正取生 

10914101005 張凱鈞 正取生 

10914101011 賴亭衣 正取生 

10914101009 孫大年 正取生 

10914101003 簡彰佑 正取生 

10914101010 王學家 正取生 

10914101019 李郁青 正取生 

10914101014 陳彥安 正取生 

10914101013 陳裕翔 正取生 

10914101008 林豐祺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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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14101006 胡力允 備取生第 1名 

10914101002 蔡震達 備取生第 2名 

10914101007 王新喬 備取生第 3名 

計：逕予錄取生 1 名；正取生 12名;備取生 3名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4201005 張翼懷 逕予錄取 

10914201010 朱慧軒 逕予錄取 

10914201007 陳逸信 正取生 

10914201012 黃楷昕 正取生 

10914201018 郭映言 正取生 

10914201019 李郁青 正取生 

10914201008 鄧文鈺 正取生 

10914201015 邱璟築 正取生 

10914201011 邵奕凱 正取生 

10914201002 劉嘉翔 正取生 

10914201003 洪敏棋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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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14201016 吳國華 正取生 

10914201017 汪兆仁 備取生第 1名 

10914201004 黃鋕展 備取生第 2名 

10914201013 李宇翔 備取生第 3名 

10914201006 曾哲威 備取生第 4名 

10914201014 陳靖卉 備取生第 5名 

10914201009 蔡志昇 備取生第 6名 

計：逕予錄取生 2 名;正取生 10名;備取生 6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914301002 何基銓 正取生 

10914301008 陳冠霖 正取生 

10914301001 翁兆良 正取生 

10914301010 賴思瑜 正取生 

10914301005 藍珮瑄 正取生 

10914301011 賴彥成 正取生 

10914301014 張宇涵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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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14301006 呂孟翰 正取生 

10914301013 陳怡蓁 正取生 

10914301009 凃奕豪 正取生 

10914301007 孫祥閔 備取生第 1名 

10914301015 陳宣諭 備取生第 2名 

10914301004 林祖平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10名;備取生 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