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1101001  張菁菁  正取生  

10821101002  李卓耘  正取生  

10821101004  林庭萱  備取生第 1名  

10821101003  唐學文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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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231001  陳景崧  正取生  

10821231002  許正勳  正取生  

10821231004  李孟謙  正取生  

10821231301  施昱廷  正取生  

10821241001  簡又凡  正取生  

10821251001  江子廷  正取生  

10821261001  余庭宇  正取生  

10821231006  馮宇涵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7名;備取生 1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1232003  王友鴻  正取生  

10821232001  許育豪  備取生第 1名  

10821232002  吳江伯燕  備取生第 2名  

10821232004  盧禹澄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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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231003  湯芷晴  正取生  

10821231005  林尚勇  正取生  

10821231007  蔡宛靜  正取生  

10821241301  夏武彬  正取生  

10821251002  陳玟臻  正取生  

10821261002  葉子瑄  正取生  

10821251001  江子廷  備取生第 1名  

10821231301  施昱廷  備取生第 2名  

10821231001  陳景崧  備取生第 3名  

10821241001  簡又凡  備取生第 4名  

10821261001  余庭宇  備取生第 5名  

10821231006  馮宇涵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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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232001  許育豪  正取生  

10821232002  吳江伯燕  正取生  

10821232004  盧禹澄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2141001  黃政凱  正取生  

10822151001  葉錦龍  正取生  

10822151003  馮登然  正取生  

10822151004  陳諺文  正取生  

10822151005  劉泰維  正取生  

10822151002  簡自豪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5名;備取生 1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2121001  賴清裕  正取生  

10822121003  林家儀  正取生  

10822121004  蘇家民  正取生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0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2131001  林憫  正取生  

10822131002  陳建源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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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701002  鄭卉均  正取生  

10822701005  劉冠賢  正取生  

10822701006  吳孟德  正取生  

10822701008  李秋玉  正取生  

10822701010  左昱  正取生  

10822701012  劉翃宗  正取生  

10822701003  蔡佩汝  備取生第 1名  

10822701007  陳伊琳  備取生第 2名  

10822701004  楊馥甄  備取生第 3名  

10822701014  林紀燁  備取生第 4名  

10822701015  謝清羽  備取生第 5名  

10822701009  郭家銘  備取生第 6名  

10822701016  曾婕  備取生第 7名  

10822701011  薛博陽  備取生第 8名  

10822701013  陳少華  備取生第 9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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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702003  李秋玉  正取生  

10822702004  陳伊琳  備取生第 1名  

10822702002  謝清羽  備取生第 2名  

10822702001  曾婕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3名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2401001  林峻霆  正取生  

10822401002  蘇瑀婕  正取生  

10822401003  簡胤哲  正取生  

10822401004  劉俞君  正取生  

10822401005  李明翰  正取生  

10822401006  徐唯泰  正取生  

10822401301  曾琮皓  正取生  

10822401302  李牧恩  正取生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0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2201001  吳東安  正取生  

10822201002  林柏儀  正取生  

10822201003  李明倫  正取生  

10822201004  林曦農  正取生  

10822201005  鄒政軒  正取生  

10822201006  蔡友博  正取生  

10822201007  翁健紘  正取生  

10822201009  潘邑倫  正取生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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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341002  吳奕承  正取生  

10822341005  陳盈璇  正取生  

10822341006  黃詩萍  正取生  

10822341009  張志偉  正取生  

10822341012  游本亦  正取生  

10822341013  賴羿宏  正取生  

10822341014  宋昀澔  正取生  

10822341008  陳廣宇  備取生第 1名  

10822341011  黃秉洋  備取生第 2名  

10822341007  楊智惟  備取生第 3名  

10822341302  吳坤鴻  備取生第 4名  

10822341001  王世昌  備取生第 5名  

10822341010  廖婉妤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7名;備取生 6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823101001  吳睿宇  正取生  

10823101002  鄒佳展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名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3201004  巫昱宜  正取生  

10823201006  蘇幼銘  正取生  

10823201007  邱昌鈿  正取生  

10823201008  薛謦祥  正取生  

10823201012  賴志誠  正取生  

10823201307  莊雲心  正取生  

10823201310  陳雅欣  正取生  

10823201313  曹序楷  正取生  

10823201302  呂欣凌  備取生第 1名  

10823201002  陳國昇  備取生第 2名  

10823201305  曾宣融  備取生第 3名  

10823201309  鍾孟勳  備取生第 4名  

10823201308  王宏綸  備取生第 5名  

10823201011  徐振威  備取生第 6名  

10823201306  蘇昱云  備取生第 7名  

10823201003  紀昕  備取生第 8名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0823201314  林芸萱  備取生第 9名  

10823201311  彭昱瑋  備取生第 10名  

10823201005  王景祥  備取生第 11名  

10823201001  賴子芫  備取生第 12名  

10823201315  郭思鵬  備取生第 13名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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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311001  游旻儒  正取生  

10823311002  張凱程  正取生  

10823311003  鄭宜榛  正取生  

10823311005  吳亭吟  正取生  

10823311006  林御群  正取生  

10823311007  王昱婷  正取生  

10823311008  宋有芳  正取生  

10823311010  黃子芃  正取生  

10823311012  陳思宏  正取生  

計：正取生 9名;備取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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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321001  蔡采妤  正取生  

10823321002  陳思宏  正取生  

10823321003  楊承祐  正取生  

10823321005  邱如均  正取生  

10823321301  陳軍宇  正取生  

10823321302  李昱佑  正取生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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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401001  葉曾宇  正取生  

10823401002  謝允剛  正取生  

10823401003  陳廷安  正取生  

10823401004  李吉凱  正取生  

10823401302  古啟正  正取生  

計：正取生 5名;備取生 0名  

 

  



園藝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3501002  陳嘉妤  正取生  

10823501006  劉思妤  正取生  

10823501007  邱煜閔  正取生  

10823501009  呂立慈  正取生  

10823501003  葉芳  備取生第 1名  

10823501008  呂佳蓉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4名;備取生 2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4141004  凃禹聖  正取生  

10824141005  郭瑋鈞  正取生  

10824141006  陳子廷  正取生  

10824141009  張子祐  正取生  

10824141010  許景俊  正取生  

10824141011  衡上鈞  正取生  

10824141012  劉祐瑋  備取生第 1名  

10824141003  吳望愷  備取生第 2名  

10824141002  袁聖驊  備取生第 3名  

10824141007  陳啟漢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4名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4241003  黃昺超  正取生  

10824241005  張言瑄  正取生  

10824251001  許渤勛  正取生  

10824251003  陳福華  正取生  

10824251004  黃民政  正取生  

10824261001  劉胤廷  正取生  

10824261003  黃佑昇  正取生  

10824261301  劉庭瑋  正取生  

10824241002  李梃均  備取生第 1名  

10824251301  蔡銘駿  備取生第 2名  

10824251002  謝東宸  備取生第 3名  

10824261002  陳子廷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4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0824301003  林昀葦  正取生  

10824301006  盧映廷  正取生  

10824301007  葉咨賢  正取生  

10824301008  徐念平  正取生  

10824301009  戴燝景  正取生  

10824301012  唐偉家  正取生  

10824301002  陳俊瑋  備取生第 1名  

10824301005  林祖平  備取生第 2名  

10824301004  黃彧  備取生第 3名  

10824301013  劉安倚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