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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第 2 梯次』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1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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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名、備取 58 名；在職生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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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學術研究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羅○慈(1111005)  陳○瑜(1111004)  蘇○喬(1111003)   

一般生備取：3 名 

洪○岑(1111006)  吳○洋(1111001)  蕭○玲(1111002)   

2. 中國文學系(文學創作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盧○涵(1121006)  宋○宏(1121004)  陳○閔(1121005)   

一般生備取：4 名 

李○文(1121001)  謝○帆(1121003)  鄭○樺(1121007)  黃○越(1121002)   

3. 歷史學系 

一般生正取：5 名 

廖○鴻(1301006)  鍾○恬(1301003)  洪○旻(1301002)  廖○姍(1301001)  劉○祥(1301004)   

一般生備取：1 名 

戴○守(1301005)   

4. 哲學系 

一般生正取：5 名 

王○巧(1901002)  蔡○德(1901004)  黃○親(1901001)  賴○喬(1901005)  葉○昇(1901003)   

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6 名 

林○良(3101012)  王○霖(3101007)  朱○汝(3101004)  郭○瑋(3101006)  張○琳(3101016)   

黃○庭(3101011)  張○朋(3101001)  周○丞(3101008)  許○誼(3101009)  李○諺(3101002)   

張○皓(3101005)  林○諺(3101014)  王○涵(3101013)  劉○廷(3101015)  楊○熙(3101017)   

蔡○聖(3101010)   

6.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一般生正取：22 名 (自在職生流用 2 名) 

張○華(3301009)  林○翔(3301011)  王○穎(3301013)  曾○婷(3301008)  陳○潔(33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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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謙(3301003)  葉○羽(3301020)  吳○瑋(3301022)  劉○岳(3301001)  林○正(3301005)   

徐○妘(3301004)  廖○安(3301007)  鄭○毓(3301021)  吳○源(3301024)  陳○瑋(3301016)   

柯○喆(3301010)  王○威(3301017)  鍾○正(3301014)  林○宜(3301015)  游○雯(3301027)   

蘇○源(3301002)  劉○淇(3301012)   

一般生備取：3 名 

涂○洋(3301026)  劉○元(3301023)  姚○賢(3301006)   

在職生正取：1 名  (2 名流用一般生) 

黃○志(3301025)   

7.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4 名 

尤○靚(3501023)  施○言(3501018)  林○成(3501014)  柯○銓(3501002)  張○傑(3501017)   

郭○華(3501001)  陳○任(3501011)  劉○彰(3501013)  陳○瑋(3501015)  陳○漢(3501019)   

彭○文(3501025)  蔡○元(3501016)  張○夆(3501012)  邱○軒(3501021)   

一般生備取：9 名 

許○翔(3501024)  簡○霖(3501020)  蔡○軒(3501004)  謝○芸(3501003)  張○翔(3501022)   

陳○宇(3501007)  劉○甫(3501010)  陳○翔(3501006)  謝○裕(3501008)   

8. 企業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3 名 

李○儀(4101044)  陳○瑜(4101006)  劉○汝(4101031)  黃○暄(4101020)  張○廷(4101002)   

吳○庭(4101007)  洪○瑄(4101013)  楊○叡(4101040)  何○利(4101011)  許○瑜(4101033)   

黃○紓(4101010)  孟○宇(4101008)  蘇○軒(4101015)  許○婷(4101035)  李○諺(4101029)   

陳○如(4101009)  羅○岑(4101025)  古○瑄(4101019)  許○宜(4101030)  吳○寧(4101022)   

許○玲(4101038)  李○築(4101034)  朱○陽(4101039)   

一般生備取：14 名 

賴○儀(4101014)  張○信(4101024)  陳○瑋(4101016)  李○穎(4101003)  蔡○盈(4101045)   

沈○誼(4101005)  朱○儀(4101042)  范○慈(4101041)  姚○任(4101028)  吳○柔(4101021)   

邱○傑(4101023)  趙○瑞(4101043)  胡○欣(4101036)  劉○廷(4101027)   

9.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般生正取：9 名 

林○娸(4201006)  陳○云(4201004)  施○沅(4201005)  吳○瑄(4201009)  蘇○桓(4201002)   

黃○瑜(4201003)  劉○彤(4201007)  沈○誼(4201001)  陳○彥(4201008)   

10. 財務金融學系 

一般生正取：14 名 

林○慧(4401009)  顏○玲(4401002)  羅○琳(4401001)  林○翎(4401025)  梁○媛(4401023)   

鄒○庭(4401020)  蕭○心(4401012)  彭○竹(4401017)  吳○達(4401006)  王○程(4401008)   

沈○儀(4401005)  方○伊(4401010)  朱○叡(4401011)  吳○樺(4401013)   

一般生備取：10 名 

李○臻(4401015)  蘇○軒(4401018)  周○婕(4401021)  李○甫(4401024)  黃○婕(4401014)   

陳○崴(4401004)  賴○儀(4401019)  謝○霆(4401016)  黃○綾(4401022)  曾○鈞(4401003)   



全 4頁之 3頁 

11. 經濟學系 

一般生正取：8 名  (不足額錄取) 

涂○軒(5201008)  莊○婷(5201001)  陳○潔(5201009)  林○妘(5201005)  許○婷(5201007)   

許○宜(5201006)  陳  ○(5201004)  許○妤(5201003)   

12.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拔○閎(5311003)  張○升(5311002)  曹○華(5311001)   

一般生備取：1 名 

呂○齊(5311004)   

13.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一般生正取：4 名 

王○馨(5321002)  劉○杉(5321003)  李○寧(5321004)  王○驊(5321001)   

14. 社會學系 

一般生正取：5 名 

沈○儀(5501009)  劉○維(5501010)  陳○妤(5501001)  范○宸(5501004)  黃○倫(5501013)   

一般生備取：5 名 

林○緯(5501005)  李○愷(5501014)  林○葇(5501006)  莊○光(5501007)  李○儀(5501011)   

15.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6 名 

樊○嬅(6601006)  李○峰(6601007)  俞○雯(6601003)  賴○柔(6601009)  施○立(6601004)   

李○禎(6601002)   

一般生備取：2 名 

李○螢(6601008)  陳○臻(6601005)   

16. 音樂學系(指揮組) 

一般生正取：1 名 

魏○達(7221001)   

一般生備取：1 名 

李○利(7221002)   

17. 建築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自丙組流用 1 名) 

曾○芸(7311002)  陳○恩(7311005)  林○誼(7311003)  楊○誠(7311004)  蕭○穎(7311001)   

18. 建築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龎○薇(7321002)  李○翔(7321023)  宋○妮(7321001)  張○姿(7321007)  黃○涵(7321015)   

一般生備取：5 名 

吳  ○(7321004)  蘇○勛(7321006)  李○萱(7321010)  侯○廷(7321012)  王○浤(73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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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築學系(丙組) 

一般生正取：4 名  (1 名流用甲組) 

陳○安(7331001)  陳○詅(7331004)  吳○芳(7331002)  陳○薇(7331003)   

20. 工業設計學系 

一般生正取：2 名 

陳○廷(7401003)  郭○芸(7401004)   

21.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3 名 

黃○綺(7601003)  吳○蓁(7601002)  吳○娟(76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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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招生系所(組、學位學程)招生名額流用原則，依招生簡章系所分則辦理。 

五、 錄取通知單：預定於 110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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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10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0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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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遞補作業：1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預定 111 年 2 月 21 日)止。 

七、 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時，將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起每週二公告遞補名單(逕至報名網頁→【招

生公告】查詢)。屆時符合遞補資格之備取生，須於公告期限內辦理「網路報到」登記，逾期未辦

理登記者，以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論。 

八、 提前入學申請：錄取生完成「網路報到」登記後，如於 111 年 2 月 21 日前可取得學位證書或同

等學力證件者，得於 111 年 1 月 12 日前申請提前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註冊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