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 公告

東茂教字第

主

旨：公告本校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第 1 梯次放榜』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辦理。

號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第 1 梯次放榜系所成績業經評定，並經本校招生委員會
決議，共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30 名、備取 61 名；在職生正取 4 名、備取 1 名。
二、茲將錄取名單公布如后（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考生名次排列）：
1.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2 名 (無在職生報考，不足額錄取)
詹○芝(1211002) 董○華(1211001)
2. 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1 名 (不足額錄取)
林○諺(1221003)
3. 歷史學系
一般生正取：3 名 (不足額錄取)
盧○章(1301003) 温○儀(1301002)

張○源(1301001)

4.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 名 (不足額錄取)
林○秀(1501002)
5. 哲學系
一般生正取：2 名 (不足額錄取)
蔡○福(1901001) 陳○偉(1901002)
6. 應用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5 名 (無在職生報考，1 名流用至一般生)
古○佑(2101005) 許○翊(2101003) 許○凱(2101004)
7.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7 名
高○婷(2201014) 黃○宜(2201001)
林○儀(2201012) 謝○錡(2201020)
徐○宣(2201007) 安○堯(2201016)
張○慈(2201009) 吳○宜(2201006)
一般生備取：5 名
劉○宏(2201008) 林○勛(2201019)
8.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不足額錄取)
許○筑(2311003) 陳○臻(2311001)

江○之(2101001)

羅○帆(2101002)

盧○諠(2201013)

王○潔(2201022)

林○君(2201002)

陳○宇(2201021)

許○琳(2201005)

王○涵(2201011)

鄭○姍(2201004)

孟○銘(2201017)

張○玲(2201015)

林○翔(2201023)

陳○凱(2201003)

洪○軒(2201010)

洪○茜(2311005)

馬○勇(2311002)

洪○銘(23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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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一般生正取：6 名 (不足額錄取)
孫○瑄(2321003)

曾○芳(2321007)

程○德(2321004)

游○豪(2321006)

陳○霖(2321005)

劉○俐(2321002)

10. 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2 名 (不足額錄取)
王○甡(2401001)

謝○仲(2401003)

在職生正取：1 名
陳○薇(2401002)

11.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一般生正取：22 名 (無在職生報考，3 名流用至一般生)
唐○安(3301001)

梁○齊(3301021)

何○承(3301005)

劉○吟(3301014)

林○聰(3301013)

陳○任(3301015)

劉○維(3301004)

施○仁(3301011)

陳○妤(3301003)

侯○儒(3301018)

唐○翰(3301009)

鍾○渝(3301020)

賴○嘉(3301007)

邱○瑩(3301010)

蔣○峻(3301017)

吳○萱(3301022)

莊○毅(3301012)

鍾○儒(3301008)

陳○慈(3301023)

施○原(3301006)

劉○榮(3301019)

吳○霽(3301002)

何○筠(3401007)

一般生備取：1 名
孫○雲(3301016)

12.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9 名 (不足額錄取)
何○鴻(3401002)

陳○浤(3401008)

郭○毅(3401006)

張○榕(3401005)

陳○宇(3401004)

林○恆(3401009)

曾○恩(3401003)

黃○偈(3401001)

13.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2 名 (不足額錄取)
謝○倫(3501001)

陳○逸(3501003)

張○菁(3501011)

蘇○諾(3501012)

王○堯(3501009)

張○豪(3501010)

陳○瑜(3501006)

李○平(3501005)

張○來(3501008)

吳○綺(3501004)

鍾○雋(3501002)

賴○辰(3501007)

14.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0 名 (無在職生報考，2 名流用至一般生)
高○閎(3601010)

陳○怡(3601004)

盧○廷(3601007)

周○崴(3601003)

林○敬(3601011)

王○晴(3601008)

楊○澤(3601006)

洪○凱(3601009)

陸○法(3601002)

林○中(3601012)

徐○玲(3701001)

林○庭(3701004)

孫○揚(3701006)

一般生備取：2 名
林○蘭(3601013)

吳○緯(3601005)

15.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5 名
李○築(3701005)

蕭○逸(3701007)

一般生備取：2 名
姜○羽(3701002)

陳○寧(37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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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企業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2 名
吳○庭(4101026) 柯○伃(4101021)
王○智(4101023) 徐○婷(4101001)
郭○徽(4101003) 廖○嘉(4101009)
葉○軒(4101025) 紀○茜(4101034)
傅○錤(4101002) 王○恩(4101036)
一般生備取：13 名
林○翔(4101007) 楊○靖(4101017)
蘇○仲(4101005) 張○銨(4101037)
許○鈞(4101024) 陳○耀(4101020)
17.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般生正取：7 名 (不足額錄取)
嚴○齊(4201004) 黃○雯(4201007)
林○醴(4201006) 李○傑(4201002)

林○瑩(4101019)

張○洋(4101010)

林○欣(4101035)

李○瑾(4101027)

江○婷(4101006)

陳○文(4101038)

蔡○妤(4101022)

陳○羚(4101015)

曾○雅(4101016)

張○瑄(4101033)

蘇○瑄(4101029)

陳○民(4101032)

李○宇(4101030)

陳○同(4101028)

周○唐(4101008)

徐○恆(4101018)

劉○萱(4101040)

邱○婷(4101039)

鄭○琪(4201001)

李○錞(4201003)

黃○欣(4601005)

蘇○瑄(4601003)

張○琪(4711009)

陳○雯(4711002)

許○綺(4711008)

蘇○祐(4711010)

丁○和(4901014)

曾○豪(4101011)

魏○涵(4201005)

18.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lobal MBA)
一般生正取：5 名
曹○勤(4601004) 王○涵(4601010) 林○佳(4601007)
一般生備取：3 名
吳○緯(4601006) 張○方(4601001) 李○勳(4601012)
在職生正取：1 名
簡○容(4601008)
在職生備取：1 名
李○璉(4601002)
19. 統計學系(統計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自管理組流用 2 名)
錢○程(4711001) 顏○瑩(4711011) 吳○汶(4711004)
鍾○芯(4711006) 房○耘(4711005) 王○澔(4711007)
一般生備取：1 名
呂○萱(4711003)
20. 統計學系(管理組)
無人報考，2 名流用至統計組。
21. 資訊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9 名
董○慧(4901007)
葉○珊(4901019)
一般生備取：9 名
宋○勳(4901009)
林○兒(4901016)
在職生正取：2 名
鐘○芸(4901013)

劉○妮(4901006)

張○菁(4901018)

江○嬅(4901004)

王○祐(4901002)

張○昕(4901001)

林○宇(4901003)

曾○瑄(4901021)

曾○捷(4901005)

李○承(4901008)

簡○紋(4901015)

陳○寧(4901010)

張○銨(4901017)

許○凱(4901011)

崔○翔(49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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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不足額錄取)
李○臻(5311001)

陳○瑜(5311003)

張○智(5311002)

23.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不足額錄取)
蘇○惠(5321002)

王○婷(5321001)

李○軒(5321003)

24.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一般生正取：6 名 (無在職生報考，1 名流用至一般生)
陳○芳(5401004)

李○萱(5401005)

汪○沂(5401006)

黃○卉(5401002)

夏○晴(5401003)

梁○嘉(5611006)

顏○均(5611011)

翁○忞(5611012)

梁○仲(5611002)

許○淯(5611005)

黃○宥(5611014)

劉○辰(5611008)

曾○喬(5621002)

李○樑(5621005)

鍾○珮(5621007)

廖○淑(6101002)

陳○融(6101003)

蔡○婷(6101009)

馬○君(5401001)
一般生備取：1 名
邱○軒(5401008)

25. 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4 名
黃○樺(5611010)
一般生備取：5 名
湯○鈞(5611013)

26. 社會工作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謝○娟(5621003) 賴○君(5621001)
一般生備取：2 名
林○衡(5621006)

張○源(5621004)

27.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正取：6 名
廖○馨(6101005) 鄭○哲(6101001)
謝○峻(6101008)
一般生備取：3 名
蔡○恩(6101004)

曾○芸(6101006)

吳○倫(6101007)

28.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王○晴(6211004)

許○綺(6211011)

劉○晉(6211007)

李○龍(6211008)

蔡○祐(6211003)

張○方(6211005)

紀○岑(6211010)

趙○容(6211013)

黃○方(6211009)

謝○友(6211001)

林○寧(6211002)

余○豐(6211012)

一般生備取：3 名
蔣○玲(6211006)

29. 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組
一般生正取：2 名
陳○鎂(6221004)

盧○芳(6221003)

一般生備取：2 名
殷○沂(6221002)

楊○綺(6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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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7 名
李○潔(6601009) 趙○凱(6601001)
莊○函(6601007) 張○昀(6601005)
一般生備取：2 名
洪○廷(6601004) 張○韶(6601006)
31. 美術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7 名
吳○容(7111007) 紀○鴻(7111005)
張○家(7111008) 林○如(7111010)
一般生備取：4 名
沈○芸(7111006) 張○恩(7111001)
32. 美術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朱○禎(7121007) 桂○宜(7121003)
一般生備取：1 名
陳○妤(7121005)

李○群(6601002)

賴○樺(6601008)

靳○理(6601003)

陳○文(7111009)

張○禎(7111002)

陳○芸(7111011)

潘○妘(7111004)

林○庭(7111012)

張○嘉(7121004)

33. 音樂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6 名 (自乙組流用 1 名)
張○蓁(7211006) 陳○緁(7211003) 何○褕(7211001)
張○俊(7211007)

劉○宜(7211002)

袁○緯(7211005)

王○維(7401002)

劉○凡(7401001)

34. 音樂學系(乙組)
無人報考，1 名流用至甲組。
35. 音樂學系(丙組)
無人報考。
36. 工業設計學系
一般生正取：6 名
廖○霖(7401006) 莊○淇(7401004)
劉○涵(7401007)
一般生備取：2 名
賴○沂(7401003) 羅○慧(7401005)

郭○豪(7401008)

37. 景觀學系
一般生正取：3 名 (不足額錄取)
余○呈(7501002) 王○育(7501001)

陳○亭(7501003)

38.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4 名 (不足額錄取)
鍾○儒(7601002) 周○蓉(7601003)

潘○斳(7601001)

吳○馨(7601004)

三、成績單：請逕至報名網頁→【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紙本本校不另寄發）。
四、錄取通知單：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以「限時專函」寄發，考生亦可逕至報名網頁→
【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凡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取生，請 107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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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 107 年 12 月 14 日中午 12 時止，逕至報名網頁→【報到作業】辦理「網路報到」登
記，逾期未辦理登記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五、遞補作業：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
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時，將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起每週二公告遞補名單(逕至報名網頁
→【招生公告】查詢)。屆時請符合遞補資格之備取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網路報到」
登記，逾期未辦理登記者，以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論。
六、錄取生完成「網路報到」登記後，如於 108 年 2 月 18 日前可取得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證
件者，得於 108 年 1 月 11 日前申請提前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註冊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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