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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聯合招生※

211010003 廖宸尉 111010003 鄭允礽 211010005 李泓錡 211010004 林仲威

 

111010004 劉丞祐 211010002 劉品佑 211010001 黃紫瑄 211010006 林泓廷

※華文文學系聯合招生※

240010001 石卓勳 140010003 林廷宇

 

140010002 許聖傑 240010002 陳寒 140010001 勵心如

140010003 林廷宇(備001)

114110002 楊嘉楷 214110004 高德親 114110001 莊昇瑾 214110001 陳文俊
214110006 洪詩淇 214110005 謝博安 114110003 謝明

 

215010001 謝佳玲 215010002 鄭駿煬 215010003 劉郁君

215010004 鍾明錡(備001)

216110008 黃奕銓 216110005 黃貫恩 216110004 施淞元 116110004 蘇品嘉
216110006 郭重佑 216110001 張博雯 216110010 洪詩涵 216110007 謝雅婷
216110002 吳坤學

 

217110001 潘沛晴 217110003 鍾承恩 217110014 邱敬耘 217110012 翁廷毅
217110009 洪詩桓 217110004 吳嘉偉 217110002 蔡殷琮 217110018 羅景騰
217110005 葉航葦 217110008 江承澔 217110011 葉馨慈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甲組 一般生 正取生：11 名

化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物理學系 應用物理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7 名

物理學系 應用物理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應用數學系 統計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文學暨文化研究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文學暨文化研究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B、個別招生系所班組】

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A、聯合招生系所班組】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應用數學系 統計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創作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創作組 一般生 備取生：1 名

生命科學系 生物技術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生命科學系 生物技術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 名

化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9 名

化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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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217110016 陳永瀚(備001) 217110013 黃柊森(備002) 217110020 朱怡睿(備003) 217110017 許予(備004)
217110022 吳冠辰(備005) 217110006 連翊宏(備006) 217110007 簡偉丞(備007) 217110015 蔡泓其(備008)
217110019 郭宇倫(備009) 217110023 蘇庭輝(備010) 217110021 陳怡均(備011) 217110010 程湘涵(備012)

217120001 連振翔

 

217210003 陳暐中 217210006 余承翰 217210017 朱怡睿 217210001 翁誌宏
217210013 蔡昀軒 217210011 邱之宇 217210007 吳冠穎 217210005 鄒仁翔
217210019 黃紫瑄 217210008 郭子楊

217210014 高力鑫(備001) 217210020 鄭皓文(備002) 217210004 蘇于婷(備003) 217210009 黃泓凱(備004)
217210012 林詳閔(備005) 217210016 林少凱(備006) 217210018 林泓毅(備007) 217210002 黃柏翰(備008)
217210010 江承霖(備009) 217210015 劉承牧(備010)

118010005 黃浩修 118010009 胡紹璿 218010002 謝翊軒 218010006 黃胤溥
218010004 蔡孟航 218010005 李席維 118010003 黃敬偉 118010006 周家樂
118010004 鍾曜檠 118010008 吳韋賢 118010002 楊子賢 118010007 吳修典

219110008 洪秉聖 219110009 戴文琪 219110011 林晉毅 219110013 林奕儒
219110006 王儷穎 219110005 林宏桀 119110001 徐正軒 219110001 劉品瑜
219110007 鄭丞軒 219110012 陳宏宇 219110002 蔡承翰 219110003 趙育暵

119110002 張顯正(備001)

220010010 曾子怡 120010005 凌宗毅 220010005 謝沛昇 220010008 林宇軒
120010001 徐楚惟 220010001 吳尚叡 220010003 楊克武 120010003 古珮均
220010002 芮祥瑜

220010004 石富帆(備001) 120010002 吳昱賢(備002) 220010007 賴勳毅(備003)

226110001 吳翊君 226110002 曾信翰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3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9 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12 名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1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甲組 一般生 備取生：12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甲組 在職生 正取生：1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甲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乙組 一般生 備取生：10 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2 名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工乙組 一般生 正取生：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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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226210005 吳怡馨 126210002 黃信維 126210003 李欣諭 226210004 洪嘉亨
226210001 王文煜

 

126220001 李國瑋

 

226310002 曾文宣 226310001 陳宏諭 226310005 郭泂昀 226310006 丁子宭

 

 

 

 

 

228110001 陳建融

 

228210003 鐘子捷 228210001 許凌瑄 228210002 何秋謹

 

131210031 周庭瑜 131210050 林鈺敏 131210018 廖嘉妤 131210012 莊涵榕
131210054 陳誼卉 131210017 陳進鴻 131210015 蕭榆蓓

131210007 陳星妤(備001) 131210004 王信凱(備002) 131210030 謝宜潔(備003) 131210008 郭育婷(備004)
131210039 郭思晴(備005) 231210005 林貝璇(備006) 131210019 胡翔程(備007) 131210043 楊承浩(備008)
131210010 李雨瑄(備009) 131210034 周皜昀(備010) 131210013 邱昱誠(備011) 131210052 陳柏鈞(備012)
131210005 林孟熹(備013) 131210028 陳主揚(備014) 131210024 陳爰妡(備015)

131310001 李謹卉

232110001 陳慶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生態與保育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生態與保育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地球科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一般生 正取生：5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在職生 正取生：1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生態與保育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地球科學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0 名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科技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臨床心理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15 名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民間文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心理科學研究與應用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心理科學研究與應用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民間文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臨床心理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7 名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科技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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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232210004 鍾展揚 232210002 吳汶津 232210003 楊曜綸

233210004 林書帆 233210003 詹惠羽 233210001 沈宏叡 233210002 黃慶昇

233210007 吳承晏(備001) 233210005 陳亮妤(備002) 233210006 高鈺惠(備003)

233220003 陳文琪 233220002 蕭峻閎

233220001 林晨瑜(備001)

234010002 楊明翰 234010001 羅承彥

 

234020001 劉佳蓉

235110001 謝其蓉

235120001 陳炫勳

236110006 鄒采晏 236110011 王亭又

236110004 林芷婷(備001) 236110003 蔡宜庭(備002) 236110005 劉俊良(備003) 236110008 一萬‧星(備004)
236110010 施俊生(備005) 236110009 陳郁仁(備006)

236210002 翁雅棋

236210001 秦誼樺(備001) 236210003 林芮廷(備002)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英語教學組 在職生 備取生：1 名

歷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歷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歷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 名

歷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臺灣區域研究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3 名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中國語文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文學媒體組 一般生 正取生：0 名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英語教學組 在職生 正取生：2 名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中國語文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臺灣區域研究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臺灣區域研究組 在職生 正取生：1 名

社會學系碩士班 社會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社會學系碩士班 社會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社會學系碩士班 社會企業組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臺灣區域研究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社會學系碩士班 社會企業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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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137010008 葉子瑄 237010003 吳雨軒 137010011 詹妍萱 137010005 郭又嘉
237010006 吳鄭玄 237010001 鄭穎芝

137010002 王珮諠(備001) 137010007 陳弘恩(備002) 237010002 趙喬(備003) 137010006 楊思郁(備004)
137010001 劉諭(備005) 137010004 朱耘孝(備006)

238010001 趙冠捷 238010002 彭翾

239110003 鄧紹廷 239110001 陳仁傑 239110002 張軒豪

239110004 柯韋丞(備001) 239110005 陳澤淮(備002) 239110006 雷震宇(備003)

239210008 林祐農 239210003 蔡佳宜 239210001 鄧紹廷

239210002 陳意欣(備001) 239210004 張軒豪(備002) 239210005 柯韋丞(備003) 239210007 吳沛穎(備004)
239210006 陳澤淮(備005)

246010002 田語潔 246010007 黃琦 246010006 張齊顯 246010004 邱宜榛
246010003 胡智凱 246010001 蔡世田

147110003 李冠叡 147110007 李岳樺 247110003 吳沛穎 247110001 江家典
147110005 王裕文 147110002 陳孝寬 147110006 謝禾安 247110002 王宣淩

147110004 許建甯(備001) 247110004 陳立蓁(備002)

248010002 莊書晴 148010003 林宇盈 148010005 翁均晟 148010006 吳怡萱

149010012 陳世良 149010005 邱炫翰 149010009 藍立凱 149010010 邱卉雅
149010001 張益哲 149010002 陳品潔 149010003 劉世傑

149010020 陳郁昊(備001) 249010001 許博凱(備002) 249010006 廖騰翊(備003) 149010024 鄧詠菱(備004)
149010015 蔡昀竹(備005) 249010005 李紋禎(備006) 149010017 何胤寧(備007) 149010018 謝宛真(備008)
149010007 柯韋丞(備009) 249010007 許湘妍(備010)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8 名

運籌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會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0 名

法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經濟學系碩士班 國際金融暨貿易組 一般生 備取生：3 名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經濟學系碩士班 大數據分析與產業經濟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經濟學系碩士班 大數據分析與產業經濟組 一般生 備取生：5 名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法律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經濟學系碩士班 國際金融暨貿易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運籌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會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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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無複試系所)

錄取之正取生請於111年04月14日（四）前（含當日）止，辦理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錄取資格
，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150010007 蕭宇航 250010004 葉珈璇 150010003 拾景瑩 150010005 阮育志
150010016 曾炫嘉 150010015 陳炳叡 150010008 李克謙 150010001 賴紘偉
150010017 盧宏彬 150010012 劉文筠 150010018 陳佳妤 250010001 彭鈺銓
150010011 黃竹毅

150010004 季子恒(備001) 250010006 盧奕安(備002) 150010010 吳欣庭(備003) 150010009 廖瀅瑄(備004)
150010006 杜家白(備005) 250010007 廖冠文(備006)

251110006 陳欣慧 251110001 施宗賢 251110007 何璟汝 251110002 林志煒
251110004 劉厚德 251110003 陳品喬 251110005 陳益正

252010002 林榮輝 252010003 簡苡臻 252010001 吳怡慧

256010010 蔡念恩 256010007 許年瑩 256010008 陳 256010004 李欣諭

256010006 朱浤毅(備001) 256010005 黃欣尉(備002) 256010003 鮑開正(備003) 256010001 楊承霖(備004)
256010002 劉日晉(備005) 256010009 徐以倫(備006)

257010002 林佩萱 257010011 陳瀅婷 257010005 葉函儒 257010009 張婷
257010004 曾柏軒

257010006 林芳綺(備001) 257010010 呂維霖(備002) 257010001 鄭鈺蓉(備003) 257010014 陳艾妮(備004)
257010013 張懿玟(備005) 257010007 張禹睿(備006) 257010003 陳郁青(備007) 257010012 邱勁瑋(備008)
257010008 楊昊瑄(備009) 257010015 曾子軒(備010)

258010008 陳瀅婷 258010002 林佩萱 258010006 曾柏軒 258010003 陳信諭

258010001 陳嬿婷(備001) 258010010 張禹睿(備002) 258010005 張婷(備003) 258010007 陳敬文(備004)
258010004 羅冠潁(備005) 258010009 羅如藍(備006)

259010007 王瑱鴻 259010004 林書帆 259010001 張懿玟 259010003 蔡富安

259010006 曾子軒(備001) 259010005 林宜臻(備002)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5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0 名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3 名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7 名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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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10004 鄭曉雯 260010003 黃筠婷 260010006 王珮芸

260010005 黃雅君(備001) 260010002 袁語謙(備002) 260010001 亓玟心(備003)

261010002 戴菀萱 261010008 林葦菁 261010004 張懿玟 261010006 王姵穎

261010007 蔡季諭(備001) 261010005 簡一心(備002) 261010003 黃妍芳(備003) 161010002 許雅雯(備004)
161010001 郭瓊云(備005) 261010001 曾柏軒(備006)

262010005 李宜倫 262010002 曾柏軒 262010006 徐穆盛 262010004 張柏麟

262010003 賴以恆(備001) 262010001 楊承霖(備002)

266010013 宋彥祥 266010011 魏宏洋 266010007 楊文菱 266010018 楊
266010014 許詠瑄

266010012 楊樺(備001) 266010001 蕭映汝(備002) 266010008 鍾曉淇(備003) 266010004 石詠騏(備004)
266010002 張玉環(備005) 266010009 鄭宇晴(備006) 266010017 林澄懷(備007) 266010010 王韻華(備008)
266010015 陳佳伶(備009) 266010003 劉一宗(備010) 266010005 郭秉恩(備011) 266010016 宋緒茂(備012)
266010006 徐士雅(備013)

266020004 陳言宸 266020005 陳宥綸

266020001 沈芸竹(備001) 266020002 蔡東洲(備002) 266020003 陳俐敏(備003)

267010011 林加恩 267010004 夏欣汝 267010002 張鈞瑋 267010013 邱乙倫
267010003 沈鉑恆 267010005 蔡育霖

267010009 楊杬澔(備001) 267010010 朵蜜．阿比映(備002) 267010007 吳柏沅(備003) 267010001 簡廷(備004)
267010014 斯馬里奧(備005) 267010012 蘇頌寧(備006)

268110005 家昇 268110002 余陳渝 168110001 莊舒惟

268110006 呂詩婷(備001) 168110002 沈俊澔(備002) 268110004 林昀(備002) 268110003 郭妍君(備004)

168210001 王苡璇 268210002 林湘晴 268210001 林子璇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民族藝術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視覺藝術教育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3 名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3 名

音樂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特殊教育學系 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特殊教育學系 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5 名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 名

音樂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民族藝術組 一般生 備取生：4 名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視覺藝術教育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3 名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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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10001 爾仍 巴法舞森 271110002 莊志誠

 

271210002 王子威 271210001 劉奕承

 

 

272010001 潘一寧

276020002 陳新德 276020001 許唐銘 276020003 劉厚德

277020006 賴靜萍 277020008 高海雲 277020009 高小成 277020005 吳俊霖
277020001 陳明熙 277020004 陳品穎 277020002 莊桂絨 277020007 盧志松
277020003 徐贊喻

278020010 李容丞 278020022 林楚倫 278020016 吳豪杰 278020003 蘇昱誠
278020023 莊智瑜 278020006 汪怡伶 278020021 蘇家甫 278020017 彭守馳
278020009 魏均如 278020018 呂竹梅 278020013 黃承超 278020020 江錡
278020011 李佳盈 278020015 許竣量 278020002 潘俊全 278020005 羅紘濬
278020014 于華 278020007 何啟鳴 278020024 柳譽筌 278020019 梁敏倫
278020001 黃俊雄

278020008 張勇誠(備001) 278020012 張奇松(備002)

279120011 劉明錫 279120022 劉逸凡 279120019 吳永和 279120008 張明珠
279120015 劉宥羚 279120018 吳煜翔 279120020 李明德 279120007 彭守馳
279120009 林志峰 279120023 黃玉臻 279120001 顏美雲 279120005 徐瑢蓁
279120016 吳松君 279120013 李長營 279120010 林峙良 279120006 林婕
279120017 蔡東洲 279120014 陳少萱 279120012 林靜芳 279120021 邱紫晴
279120024 陳隆華 279120004 吳佳珮 279120003 曾國明 279120002 陳雅均

279220006 韓英傑 279220008 何素華 279220001 黃子郡 279220005 翁立
279220011 黃張玉蓮 279220010 陳忠易 279220004 黃盈甄 279220002 林珮琳
279220003 吳貞穎 279220009 葉芊汎 279220007 黃若喬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經營管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4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民族語言與傳播組 一般生 正取生：0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3 名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1 名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9 名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民族發展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民族發展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2 名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經營管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創業管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1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民族社會工作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民族社會工作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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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20004 黃誼瑄 280020012 陳巧綸 280020013 劉雅瑜 280020014 張雅婷
280020017 楊孟軒 280020020 陳兆軒 280020028 葉昱緯 280020008 潘筠方
280020032 李虹儀 280020030 詹芷堯 280020023 陳奕晴 280020024 楊怡芝
280020041 林麗婷 280020010 劉芳吟 280020037 沈靜汝 280020021 徐彩
280020038 邱孟華 280020027 鄧承平 280020034 古利．古拉斯 280020031 陳振榮
280020025 徐以琳 280020029 洪莉雅 280020033 林晉丞 280020036 蔡少琪
280020022 蘇國智 280020040 李嘉慧 280020018 黃昭穎 280020001 徐珮淇
280020002 李維真 280020026 游婷安

280020007 郭儒恩(備001) 280020009 翟婉婷(備002) 280020011 王勝驊(備003) 280020005 廖紋嫺(備004)
280020016 賴以恆(備005) 280020019 那婉琳(備006) 280020035 張玄(備007) 280020006 王郁婷(備008)
280020015 徐伊璇(備009) 280020042 賴子瑜(備010) 280020003 陳淑卿(備011) 280020039 林佩寬(備012)

281020003 劉恩慈 281020016 李政謙 281020022 蔡念萍 281020013 宋加恩
281020009 劉奐杰 281020030 周昀瑩 281020035 劉庭娟 281020012 黃昭穎
281020024 邱暖津 281020018 方亞馨 281020026 李虹儀 281020031 孫義強
281020002 吳心睿 281020001 邱立婷 281020038 高宇嬈 281020010 李思瑩
281020025 傅子真 281020037 葉韋如 281020007 曾之毅 281020039 王敏芳
281020019 陳郁青 281020020 吳淳喻 281020006 蕭邱憶琳 281020036 陳信諭
281020029 沈祐瑄

281020015 呂佳儒(備001) 281020040 謝佩璇(備002) 281020004 張靜惠(備003) 281020033 張郁涵(備004)
281020011 陳淑卿(備005) 281020032 洪莉雅(備006) 281020034 陳王軒(備007) 281020028 柯招妃(備008)
281020023 簡求合(備009) 281020041 彭馨儀(備010) 281020027 陳向(備011)

282020021 許年瑩 282020014 廖力田 282020020 亓玟心 282020023 曾健哲
282020007 陳雅萱 282020018 劉叡翔 282020022 洪莉雅 282020004 陳雅馨
282020009 劉威呈 282020025 林浩瑋 282020011 羅嘉綺 282020013 黃巧雯
282020017 徐研齊 282020010 王君 282020012 劉子莛

282020027 王律智(備001) 282020001 李宇哲(備002) 282020015 楊智雄(備003) 282020005 黃志強(備004)
282020024 趙翊儒(備005) 282020006 黃靜(備006) 282020003 劉邵昱(備007) 282020016 魏凱(備008)
282020008 劉芳吟(備009) 282020028 吳承晏(備010) 282020019 謝欣芸(備011) 282020026 李秉權(備012)
282020002 王慧琦(備013)

283020017 許婉婷 283020007 黃天慧 283020003 江婉婷 283020010 蘇依蘭
283020001 楊芷綺 283020011 亓玟心 283020009 曾秋滿 283020005 張秀庭
283020016 劉俊如 283020012 吳孟育 283020013 戴千惠 283020008 羅淑芳
283020014 葉敏香 283020004 林香湘 283020002 周周偉 283020006 游玉燕
283020015 黃琳翊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30 名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12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5 名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創業管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1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5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13 名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7 名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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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20002 李若珊 284020003 林秀菊 284020011 陳瓊珠 284020009 邱立婷
284020007 彭榮美 284020008 莊儀潔 284020004 余以諾 284020010 楊文祺
284020005 李佳諠 284020006 鄂惠馨

 

285020004 呂美花 285020001 洪辰 285020003 嚴苡嘉 285020002 李源模

 

286020009 簡志龍 286020011 王竣弘 286020006 林彥呈 286020017 黃琪
286020026 蕭馥如 286020025 郭志賢 286020004 林紫妍 286020029 呂劭涵
286020019 黃淑華 286020008 曾淑惠 286020036 陳昕 286020022 林珮綺
286020035 蔡怡欣 286020020 董家蓁 286020027 黃意翔 286020032 蔡耀威
286020005 陳慧萍 286020030 以雍．菈菛

286020002 林芹羽(備001) 286020024 李筱凡(備002) 286020015 彭小玲(備003) 286020013 陳芊卉(備004)
286020034 偕主勝(備005) 286020010 游青龍(備006) 286020028 劉明錫(備007) 286020012 高小成(備008)
286020001 吳伯璋(備009) 286020031 林孟芸(備010)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4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8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10 名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