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系所/組別 身分別 准考證號 考生姓名 正/備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98 蕭○樺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0 朱○卿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2 葉○汝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9 吳○妏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75 鍾○君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015 林○盛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099 巫○育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01 陳○君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05 陳○如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06 盧○源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30 王○嬅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65 蔡○淇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67 張○芸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69 曾○如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72 陳○昕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74 范○溢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76 張○珠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70 楊○玄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94 黃○閑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98 洪○輗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0 林○如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5 林○戎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6 莊○欣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19 陳○香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0 李○娟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1 沈○姬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4 陳○娜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7 吳○勝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9 黃○淨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82 呂○平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73 葉○妤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82 廖○翔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6 李○林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36 黃○禾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8 王○嫻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39 王○竣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41 王○家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8 許○維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84 鍾○茹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03 楊○傑 正取

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 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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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18 邱○君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1 林○結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2 林○申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3 羅○婷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48 方○珩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34 張○源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35 陳○潔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84 杜○鳳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85 楊○瓊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05 廖○丞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15 于○苓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2 向○華 備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04 梁○安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20 邱○琳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57 林○逵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164 黃○閔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189 韓○恩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316 溫○筑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333 游○潾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09 簡○敏 備取1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296 葉○怡 備取2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287 張○捷 備取3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05 陳○伶 備取4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197 賴○如 備取5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190 許○榳 備取6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186 林○茵 備取7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34 賈○華 備取8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204 張○庭 備取9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010 洪○鈞 備取10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00101201 陳○玉 備取11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00101002 汪○書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00101052 黃○敏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00101195 簡○祐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00101214 邱○鈴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00101299 朱○志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58 陳○琳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75 邱○真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37 周○妏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46 楊○逸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50 王○華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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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51 賴○秋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7 洪○鈞 備取1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17 張○庭 備取2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050 陳○騰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088 何○琦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207 王○東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240 黃○倫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252 劉○廷 備取1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036 陳○儀 備取2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00101183 羅○珠 備取3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013 釋○軒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031 莊○儒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076 劉○華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208 陳○裕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253 洪○華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294 江○芬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262 劉○廷 備取1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00101187 羅○珠 備取2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43 洪○雯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67 張○仁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90 陳○雙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04 巫○枝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4 曾○銂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25 簡○茹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54 蘇○緯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81 蔡○卉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84 林○芳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4 謝○芸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60 簡○祐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5 林○瑩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80 曾○軒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11 張○語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15 陳○羽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00101116 柯○卿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18 李○俊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21 徐○佑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26 洪○昌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31 陳○城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34 許○萍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37 革○遠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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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40 陳○男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43 陳○仁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46 林○翔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49 洪○盛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52 吳○霄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55 楊○慈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58 洪○城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61 林○辰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42 鐘○原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45 戴○隆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10 楊○宏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77 許○魁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56 劉○佑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6 陳○偉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2 楊○竹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88 程○淳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98 張○允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06 林○汶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00101059 戴○泓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00101188 王○鵬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00101297 陳○蓁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00101328 游○芛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089 石○名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091 呂○安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092 陳○麗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096 江○霞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097 王○煜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180 陳○敏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00101185 許○鴻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00101019 蕭○彬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00101035 游○駿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00101229 李○旺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5 戴○玲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32 張○芸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49 夏○豪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5 蔡○宗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83 蕭○翔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8 施○誠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25 林○韻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57 葉○蘭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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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66 徐○瑮 備取1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95 吳○瀅 備取2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54 吳○娟 備取3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81 施○門 備取4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8 黃○凌 備取5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00 林○儒 備取6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37 廖○芬 備取7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61 陳○玫 備取8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01 黃○國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96 施○慈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2 李○惠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6 吳○婷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29 諶○美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30 李○萱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58 呂○毅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82 林○玲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3 李○陽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91 黃○銘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19 張○玲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1 蘇○哲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227 李○萱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0 曾○溱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1 李○儀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62 張○惠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3 許○淑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93 簡○容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071 李○茹 備取1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00 鄭○碩 備取2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107 杜○哲 備取3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00101310 劉○銘 備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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