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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 

外國語文學系國際商務溝通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A0101103 林倩如 正取生 

1A0102101 黃郁瑄 正取生 

1A0101101 黃慶昇 備取生第 1名 

1A0101105 鐘可敬 備取生第 2名 

1A0101102 高瑋琪 備取生第 3名 

1A0102102 謝亞璇 備取生第 4名 

1A0101104 洪志穎 備取生第 5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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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201107 曾炫嘉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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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一般生 

1A0203102 黃文馨 正取生 

1A0201101 郭瑋甄 正取生 

1A0201113 羅振豪 正取生 

1A0201108 魏曾吉堯 正取生 

1A0202103 李柏叡 備取生第 1名 

1A0201110 王亞筑 備取生第 2名 

1A0201112 黃育杰 備取生第 3名 

1A0201111 盧奕安 備取生第 4名 

1A0204102 曾凱蔚 備取生第 5名 

1A0201114 張怡雯 備取生第 6名 

1A0202102 游炳楠 備取生第 7名 

1A0201115 郭彥廷 備取生第 8名 

1A0203101 闕仲廷 備取生第 9名 

1A0202104 李禹衡 備取生第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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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一般生 

1A0204104 江靜雯 備取生第 11名 

計：正取生 5名;備取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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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202106 簡含霖 正取生 

1A0204103 楊俊彥 正取生 

1A0204105 張筑婷 正取生 

1A0201105 陳郁婷 正取生 

1A0202103 李柏叡 正取生 

1A0202101 郭庭瑋 備取生第 1名 

1A0201110 王亞筑 備取生第 2名 

1A0201112 黃育杰 備取生第 3名 

1A0204102 曾凱蔚 備取生第 4名 

1A0201114 張怡雯 備取生第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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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一般生 

1A0202102 游炳楠 備取生第 6名 

1A0202105 徐珮瑄 備取生第 7名 

1A0201115 郭彥廷 備取生第 8名 

1A0203101 闕仲廷 備取生第 9名 

1A0202104 李禹衡 備取生第 10名 

1A0204104 江靜雯 備取生第 11名 

計：正取生 5名;備取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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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100201 盧慧真 正取生 

1D0100203 王雯慧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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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100202 張怡雯 正取生 

1D0100203 王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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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A0302101 匡佑國 正取生 

1A0301102 陳穎臻 正取生 

1A0302103 鍾采蒨 正取生 

1A0302105 薛喻芳 備取生第 1名 

1A0302106 易志忠 備取生第 2名 

1A0302108 林家妤 備取生第 3名 

1A0301103 王雯慧 備取生第 4名 

1A0302102 黃淑敏 備取生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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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302104 林庭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6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B01A2101 林耀瑄 正取生 

1B01A1106 林呈龍 正取生 

1B01A1102 吳承翰 正取生 

1B01A1103 林哲安 正取生 

1B01A3101 李俊穎 備取生第 1名 

1B01A1105 張中睿 備取生第 2名 

1B01A1104 劉俊德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4名;備取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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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B01B0001 黃偉宏 正取生 

1B01B0003 謝宗麟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B01C0001 沈薇 正取生 

1B01C0002 江亞儒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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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200104 吳玟庭 正取生 

1D0200103 麥昶珅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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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 

1D0200101 王健兒 正取生 

1D0200105 陳誼 正取生 

1D0200106 李珮滎 正取生 

1D0200102 李彥瑾 正取生 

1D0200107 賴音秀 備取生第 1名 

1D0200109 陳又嘉 備取生第 2名 

1D0200108 陳信煌 備取生第 3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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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200205 呂信芳 正取生 

1D0200202 陳誼 備取生第 1名 

1D0200201 王健兒 備取生第 2名 

1D0200204 賴音秀 備取生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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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1D0200203 陳信煌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1名;備取生 4名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D0300105 郭葭羚 正取生 

1D0300112 張媁晴 正取生 

1D0300115 陳卉妮 正取生 

1D0300111 劉晏君 正取生 

1D0300114 李佩軒 正取生 

1D0300113 房詠瀅 正取生 

1D0300104 李妍安 備取生第 1名 

1D0300109 李連瑋 備取生第 2名 

1D0300101 簡煜庭 備取生第 3名 

1D0300103 游承叡 備取生第 4名 



10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1D0300107 賴聖昌 備取生第 5名 

1D0300108 吳柏儒 備取生第 6名 

1D0300102 魏廷翰 備取生第 7名 

1D0300106 陳冠宇 備取生第 8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8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D0400106 黃彥 正取生 

1D0400101 楊皓翔 正取生 

1D0400102 陳麒再 正取生 

1D0400103 高永諺 正取生 

1D0400107 許裕隆 正取生 

1D0400105 董柏林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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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D0400108 黃廷皓 正取生 

計：正取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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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0100109 劉光啟 正取生 

1C0100106 黃定君 正取生 

1C0100111 花郁荃 正取生 

1C0100105 王筱喬 正取生 

1C0100108 李冠賢 正取生 

1C0100112 李桓嘉 正取生 

1C0100103 鄭達人 正取生 

1C0100102 吳澤豐 正取生 

1C0100101 施宇勁 正取生 

1C0100107 陳待蓉 備取生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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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 

1C0100116 顏佳亭 備取生第 2名 

1C0100110 徐昊昇 備取生第 3名 

1C0100114 王立儒 備取生第 4名 

1C0100117 賴勳毅 備取生第 5名 

1C0100115 黃品誠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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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500101 楊明豪 正取生 

1D0500103 盧昱其 正取生 

1D0500105 李采唐 正取生 

1D0500104 姚昶宇 備取生第 1名 

1D0500102 陳靜怡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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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A0400101 張鈺淇 正取生 

1A0400111 王子濬 正取生 

1A0400106 劉冠甫 正取生 

1A0400113 陳恩福 正取生 

1A0400112 黃琬婷 正取生 

1A0400110 李冠廷 正取生 

1A0400103 莊凱恩 正取生 

1A0400114 劉品均 正取生 

計：正取生 8名;備取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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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501109 吳奇洛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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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 

1A0501107 陳彥廷 正取生 

1A0501104 朱霈涵 正取生 

1A0501108 古濬騏 正取生 

1A0501102 洪紹閔 正取生 

1A0501101 巫昶昇 正取生 

1A0501106 郭郁璇 備取生第 1名 

1A0501103 曾柏瑜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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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502102 蘇怡蘋 正取生 

1A0501103 曾柏瑜 正取生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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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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600104 王致皓 正取生 

1A0600103 李冠廷 正取生 

1A0600107 曹銘軒 正取生 

1A0600105 邱佳喆 備取生第 1名 

1A0600102 張邇瀚 備取生第 2名 

1A0600106 陳彥羲 備取生第 3名 

1A0600101 徐瑞妤 備取生第 4名 

計：正取生 3名;備取生 4名 

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在職生因無人報名，依簡章第捌項規定經招生

委員會通過其缺額流用至一般生。 

 

 

園藝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A0700101 王凱文 正取生 

1A0700102 詹峯旻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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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碩士班 

1A0700103 游博智 正取生 

1A0700105 江圳淮 正取生 

計：正取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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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600104 林澤宇 正取生 

1D0600103 陳宣成 正取生 

1D0600102 李彥瑾 備取生第 1名 

1D0600101 廖佑霖 備取生第 2名 

計：正取生 2名;備取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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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600202 鄭家淙 正取生 



17 
 

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1D0600201 連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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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0700114 謝耀霆 正取生 

1D0700109 謝瀚恩 正取生 

1D0700112 藍孝旻 正取生 

1D0700107 吳泳鋒 正取生 

1D0700113 陳佑霖 正取生 

1D0700108 賴允致 正取生 

1D0700106 劉京霖 正取生 

1D0700104 陳孟琦 備取生第 1名 

1D0700118 楊奕軒 備取生第 2名 

1D0700105 陳仁千 備取生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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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D0700103 曾明杰 備取生第 4名 

1D0700119 徐志通 備取生第 5名 

1D0700101 張永豐 備取生第 6名 

1D0700117 張嘉仁 備取生第 7名 

1D0700102 林崇熹 備取生第 8名 

1D0700111 邱泓愷 備取生第 9名 

1D0700115 連侒 備取生第 10名 

1D0700116 洪鶴臨 備取生第 11名 

計：正取生 7名;備取生 11名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D0800107 廖冠維 正取生 

1D0800102 吳清德 正取生 

1D0800101 黃翊展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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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D0800111 唐詳勝 正取生 

1D0800109 洪帛豪 正取生 

1D0800114 吳修典 正取生 

1D0800105 王光佑 正取生 

1D0800104 魏仲鍇 正取生 

1D0800113 顏浩明 正取生 

1D0800108 賴泊佑 正取生 

1D0800103 賴伯瑋 正取生 

1D0800112 方棋 正取生 

1D0800106 林冠霆 正取生 

1D0800110 彭家斌 備取生第 1名 

計：正取生 13名;備取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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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D0900117 羅景騰 正取生 

1D0900111 魏子傑 正取生 

1D0900112 彭家斌 正取生 

1D0900115 簡品睿 正取生 

1D0900110 吳春希 正取生 

1D0900116 楊暘 正取生 

1D0900108 陳怡均 備取生第 1名 

1D0900120 蔡騏駿 備取生第 2名 

1D0900104 許智榮 備取生第 3名 

1D0900102 林峻賢 備取生第 4名 

1D0900118 鄭定嘉 備取生第 5名 

1D0900103 洪郁晴 備取生第 6名 

1D0900119 方棋 備取生第 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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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D0900105 唐詳勝 備取生第 8名 

1D0900114 張曜翔 備取生第 9名 

1D0900101 張汶煜 備取生第 10名 

1D0900113 鄭旭倫 備取生第 11名 

1D0900109 李易霖 備取生第 12名 

1D0900106 高德親 備取生第 13名 

計：正取生 6名;備取生 13名 

 

 

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錄取別 

1D1000101 呂柏翰 正取生 

1D1000103 連侒 正取生 

1D1000104 李胥安 正取生 

1D1000108 唐詳勝 正取生 

1D1000102 劉京霖 備取生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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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1D1000107 洪郁晴 備取生第 2名 

1D1000105 魏仲鍇 備取生第 3名 

1D1000109 梁雪富 備取生第 4名 

1D1000106 劉厚德 備取生第 5名 

1D1000110 高德親 備取生第 6名 

計：正取生 4名;備取生 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