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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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生 210801149 汪○霜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151 洪○迦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155 李○芳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190 蔡○羽 備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31 林○妙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44 林○瑀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9 何○英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45 張○玲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1 郭○仙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2 賴○蓁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3 葉○鳳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4 成○敏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5 陳○良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6 吳○靜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8 王○文 備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63 劉○成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46 施○中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6 林○伯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9 黃○丞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23 賴○翰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45 洪○婷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76 郭○維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77 吳○峰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78 莊○玲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064 張○柔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127 羅○雲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299 陳○玉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300 謝○恩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301 蔡○倫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801303 陳○伶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050 林○華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066 吳○真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159 張○庭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211 黃○敏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224 林○諭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048 王○華 備取1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154 朱○琪 備取2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801061 李○誼 備取3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51 曾○民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70 張○容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87 葉○昇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305 楊○任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50 詹○心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2 向○華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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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8 劉○照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25 葉○秀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28 方○萍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801047 劉○郁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801140 王○婷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801142 蘇○惠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801297 傅○貞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801174 林○泰 備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801163 張○竺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801187 王○宸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801189 戴○純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801213 林○信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801173 林○泰 備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5 潘○萍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308 郭○伶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033 蕭○智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034 曾○媛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801035 洪○卿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0 張○羚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1 蘇○誼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2 林○軒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3 張○翔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42 陳○伶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64 許○婷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34 韓○寶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46 陳○茹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76 許○勻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38 陳○廷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4 王○翔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5 陳○琳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20 王○儀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21 王○巨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17 吳○宏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20 蔡○志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23 林○祺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27 謝○樺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30 許○珍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58 施○樺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01 邱○育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02 顏○卉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07 陳○玲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10 陳○燕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13 劉○甄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83 田○誌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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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43 廖○萱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6 郭○華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44 劉○宏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57 吳○瀅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52 張○珮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53 陳○全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67 周○媛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92 李○月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36 廖○瑤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10801182 陳○宇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10801240 彭○珊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801181 劉○姍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801082 郭○伶 備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801147 陳○山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801148 洪○茶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80 尤○鈴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81 張○宏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33 潘○惠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34 林○儀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91 徐○華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1 王○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3 郭○文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6 鄭○雲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7 賴○中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9 石○鴻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0 楊○順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311 陳○政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02 林○華 備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62 杜○哲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78 鄭○碩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32 李○茹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97 張○珉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17 劉○銘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4 張○林 備取1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44 周○田 備取2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95 廖○屹 備取3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56 黃○旻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179 黃○菁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41 楊○紋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72 蔡○諭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274 孫○霖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801055 柳○耀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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