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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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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0104 姜欣語 正取生 

110120106 林子文 正取生 

110120110 張捷欽 正取生 

110120111 朱映蓉 正取生 

110120108 趙柏硯 備取生第 1名 

110120105 林楨煜 備取生第 2名 

110120109 陳玟儒 備取生第 3名 

110120101 游岱珉 備取生第 4名 

110120103 郭宇萱 備取生第 5名 

110120102 林承翰 備取生第 6名 

110120107 黃佳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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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0202 陳永純 正取生 

110120203 余瑞傑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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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在職生 

110120201 李承宗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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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0107 姚安容 正取生 

110130110 周宜瑩 正取生 

110130111 周知穎 正取生 

110130102 藍宇彤 正取生 

110130113 陳郁雯 正取生 

110130108 趙柏硯 備取生第 1名 

110130109 簡嘉瑨 備取生第 2名 

110130101 姜欣語 備取生第 3名 

110130105 張榮彬 備取生第 4名 

110130106 黃佳菁 備取生第 5名 

110130114 戴妙純 備取生第 6名 

110130103 洪子昕 備取生第 7名 

計：正取生 5名;備取生 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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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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0201 賴韻如 正取生 

110130202 李承宗 正取生 

110130203 張靜如 備取生第 1名 

110130204 吳燦龍 備取生第 2名 

110130206 戴妙純 備取生第 3名 

110130205 余瑞傑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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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40104 張鈺琳 正取生 

110140101 林廷翰 正取生 

110140105 張育瑄 備取生第 1名 

110140102 張敏玲 備取生第 2名 

110140103 方  堰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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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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40201 林珈朵 正取生 

110140203 温志偉 正取生 

110140202 陳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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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1101 蔡亦凱 正取生 

110211103 趙文愨 正取生 

110211110 王旭誠 正取生 

110211105 楊舒云 正取生 

110211102 張藝樺 正取生 

110211109 李知庭 正取生 

110211108 駱宜杰 備取生第 1名 

110211106 曾品蓁 備取生第 2名 

110211107 張紹珩 備取生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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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110211104 林宗佑 備取生第 4名 

110211111 烏殷嘉欣 備取生第 5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5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212101 曾智揚 正取生 

110212102 黃偵羽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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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3101 郭家銘 正取生 

110213103 烏殷嘉欣 正取生 

110213102 黃上寬 正取生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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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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50107 蘇可晴 正取生 

110250103 蕭湘柔 正取生 

110250105 程科傑 正取生 

110250108 林韋成 正取生 

110250102 黃義傑 正取生 

110250106 賴宏杰 正取生 

110250101 蕭翔允 備取生第 1名 

110250104 駱宜佑 備取生第 2名 

110250109 熊子揚 備取生第 3名 

110250111 羅君平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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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50205 李岳嶸 正取生 

110250202 黃義傑 正取生 

110250204 蕭翔允 備取生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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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110250203 駱宜佑 備取生第 2名 

110250201 熊子揚 備取生第 3名 

110250207 羅君平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4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220110 林暄和 正取生 

110220104 林宸樂 正取生 

110220108 陳冠穎 正取生 

110220107 林義樺 正取生 

110220101 張志嘉 正取生 

110220103 謝志徹 正取生 

110220105 林志行 正取生 

110220109 吳書漢 正取生 

110220102 蕭仲佑 正取生 

計：正取生 9名;備取生 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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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230113 吳忠憲 正取生 

110230117 陳瑋萱 正取生 

110230115 林倫齊 正取生 

110230118 張嘉峰 正取生 

110230107 賴俊安 正取生 

110230121 黃冠維 正取生 

110230109 林郁宸 正取生 

110230110 林怡葶 正取生 

110230122 邱丞漢 正取生 

110230101 張若玟 正取生 

110230104 鄭秋妘 正取生 

110230125 江秉宸 備取生第 1名 

110230108 張晉嘉 備取生第 2名 

110230105 王崇毅 備取生第 3名 

110230103 李鴻志 備取生第 4名 

110230114 陳品安 備取生第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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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230124 陳昱松 備取生第 6名 

110230120 王晨安 備取生第 7名 

110230119 方彥彬 備取生第 8名 

110230112 林冠廷 備取生第 9名 

110230111 羅玄汶 備取生第 10名 

110230116 強詠琪 備取生第 11名 

110230102 洪御展 備取生第 12名 

110230123 許凱鈞 備取生第 13名 

計：正取生 11名;備取生 13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10106 朱津嶙 逕予錄取 

110310104 李  澤 逕予錄取 

110310101 洪靖嶸 正取生 

110310105 廖哲晨 正取生 

110310107 徐桀淇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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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310108 賴煒葟 備取生第 1名 

110310103 黃子軒 備取生第 2名 

110310109 洪雅筠 備取生第 3名 

110310102 鄭化恩 備取生第 4名 

計：逕予錄取生 2 名;正取生 3名;備取生 4名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20104 吳亞庭 逕予錄取 

110320102 陳睿娟 逕予錄取 

110320111 王昌翰 逕予錄取 

110320124 周遠融 逕予錄取 

110320117 馬晨瑄 正取生 

110320103 鄭育宏 正取生 

110320108 洪浚祥 正取生 

110320121 陳育赯 正取生 

110320120 黃莉婷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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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320118 吳旻霈 正取生 

110320125 林家淇 正取生 

110320112 陳慧恩 正取生 

110320122 邱玫潔 備取生第 1名 

110320116 周  亭 備取生第 2名 

110320123 張雅蓉 備取生第 3名 

110320105 洪御兼 備取生第 4名 

110320101 薛家瑜 備取生第 5名 

110320110 石芳甄 備取生第 6名 

110320127 蘇立新 備取生第 7名 

110320109 羅敏瑄 備取生第 8名 

110320126 吳念庭 備取生第 9名 

110320114 魏恩予 備取生第 10名 

110320115 李季美 備取生第 11名 

110320128 蘇瑀琁 備取生第 12名 

110320106 卓佩蓁 備取生第 13名 

計：逕予錄取生 4 名;正取生 8名;備取生 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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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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30104 陳妍娟 逕予錄取 

110330102 楊琇淯 逕予錄取 

110330105 郭美儀 逕予錄取 

110330103 張妗韡 逕予錄取 

110330107 楊雅婷 正取生 

110330106 楚育伶 正取生 

110330109 朱冠蓁 備取生第 1名 

110330108 林佳儀 備取生第 2名 

110330110 廖紫娟 備取生第 3名 

110330101 陳宥銘 備取生第 4名 

計：逕予錄取生 4 名;正取生 2名;備取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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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40102 黃嬿芸 逕予錄取 

110340101 陳昱瑋 逕予錄取 

110340106 林凡鳳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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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碩士班 

110340109 張文瑜 正取生 

110340110 李家緯 正取生 

110340103 莊凱博 正取生 

110340108 石善揚 備取生第 1名 

110340107 潘維祥 備取生第 2名 

110340104 黃亭嘉 備取生第 3名 

110340105 蘇禾菖 備取生第 4名 

計：逕予錄取生 2 名;正取生 4名;備取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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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50102 林欣妤 正取生 

110350103 楊穎浩 正取生 

110350101 李政誴 正取生 

110350105 羅敏瑄 備取生第 1名 

110350107 歐陽千渝 備取生第 2名 

110350104 蘇郁涵 備取生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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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110350106 曾冠語 備取生第 4名 

110350109 王芃梅 備取生第 5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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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50201 江上筠 正取生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園藝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60104 盧思佑 逕予錄取 

110360102 曹非羽 逕予錄取 

110360103 陳俊宏 正取生 

110360105 王大維 正取生 

110360106 鄭  琳 正取生 

110360101 張貽閎 正取生 

110360107 徐沛謙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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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110360108 陳佑瑜 正取生 

110360109 彭奕傑 備取生第 1名 

110360110 鄭棣友 備取生第 2名 

計：逕予錄取生 2 名;正取生 6名;備取生 2名 

 

園藝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60201 廖偉志 正取生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70105 呂昆諺 正取生 

110370101 沈張鴻 正取生 

110370103 林士哲 正取生 

110370104 朱宸緯 備取生第 1名 

110370102 黃鼎翰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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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370201 高勇偉 正取生 

110370202 李德明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410115 沈錦鴻 正取生 

110410104 鄭怡玟 正取生 

110410110 陳思榮 正取生 

110410103 游智杰 正取生 

110410106 葉佳俊 正取生 

110410111 林宸樂 正取生 

110410101 洪威程 正取生 

110410116 周裕盛 正取生 

110410102 謝宇雯 正取生 

110410113 潘珮瑀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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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410112 許智凱 正取生 

110410117 李易勳 正取生 

110410108 黃道錚 備取生第 1名 

110410105 張錠宇 備取生第 2名 

110410107 謝  安 備取生第 3名 

110410109 陳柏勳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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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0112 林希哲 正取生 

110420118 呂坤龍 正取生 

110420115 潘珮瑀 正取生 

110420114 侯政廷 正取生 

110420106 林宸樂 正取生 

110420110 林宜嫻 正取生 

110420102 連友慈 正取生 

110420101 謝忠諺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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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420111 李聿豪 正取生 

110420109 鍾喬宇 正取生 

110420116 藍方妤 正取生 

110420113 邱垂霖 正取生 

110420104 吳鈺庭 備取生第 1名 

110420107 蔡志昇 備取生第 2名 

110420117 陳  酵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12名;備取生 3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10430119 張皓雲 正取生 

110430123 黃博鴻 正取生 

110430102 連堃玹 正取生 

110430114 林士哲 正取生 

110430105 黃任慶 正取生 

110430112 吳元詳 正取生 

110430121 沈岳德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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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430120 曾江毅 正取生 

110430122 涂乃方 正取生 

110430115 陳亭諭 正取生 

110430109 范軒戫 備取生第 1名 

110430108 殷紹允 備取生第 2名 

110430118 陳君平 備取生第 3名 

110430113 賴柏丞 備取生第 4名 

110430124 黃文雋 備取生第 5名 

110430101 鄭承恩 備取生第 6名 

110430107 王程毅 備取生第 7名 

110430117 馬茂潔 備取生第 8名 

110430110 李品諺 備取生第 9名 

110430106 呂士昂 備取生第 10名 

110430111 黃正維 備取生第 11名 

110430116 黃厚鈞 備取生第 12名 

計：正取生 10名;備取生 1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