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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第 1 梯次』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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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名、備取 86 名；在職生正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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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系 A 

一般生正取：4 名  

連○葳(1311003)  林○彤(1311002)  林○範(1311004)  廖○姍(1311001)   

2. 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A 

一般生正取：3 名  (自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B 流用 1 名) 

張○敏(1411001)  胡○玲(1411002)  林○翎(1411005)   

一般生備取：2 名 

王○宜(1411004)  洪○儒(1411003)   

3.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3 名 

郭○庭(1501004)  李○蓁(1501001)  潘○亞(1501003)   

一般生備取：1 名 

李○芳(1501005)   

4. 哲學系 

一般生正取：3 名 

包○致(1901001)  吾○麟(1901002)  羅○雅(1901003)   

5. 應用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4 名  (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黃○捷(2101004)  徐○昕(2101005)  林○豪(2101003)  李○玄(2101002)   

一般生備取：1 名 

陳○亨(2101001)   

6.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6 名 

吳○璋(2201008)  邱○涵(2201020)  葉○昌(2201015)  黃○涵(2201002)  陳○慈(2201006)   

楊○琦(2201004)  葉○蓉(2201003)  朱○卉(2201009)  鍾○暐(2201018)  劉○甫(2201014)   

嚴○貞(2201012)  姚○頌(2201005)  劉○君(2201010)  李○傑(2201007)  吳○丞(2201017)   

楊○賢(2201019)   

一般生備取：4 名 

林○佑(2201011)  江○萱(2201013)  許○涵(2201016)  林○佑(2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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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翁○賢(2311003)  方○嘉(2311005)  呂○文(2311002)  侯○凌(2311004)  王○瑄(2311001)   

8.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不足額錄取) 

趙○豐(2321005)  李○齊(2321004)  張○耘(2321001)  陳○琛(2321003)  郭○璇(2321007)   

9. 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4 名  (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陳○瑜(2401006)  伍○翎(2401004)  陳○婷(2401001)  鄭○妤(2401007)   

一般生備取：3 名 

林○吟(2401003)  蘇○昀(2401005)  葉○源(2401002)   

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9 名 (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張○瑜(3101020)  柯○穎(3101003)  謝○倫(3101007)  駱○宏(3101016)  許○慧(3101013)   

魏○程(3101006)  簡○宇(3101002)  陳○鈞(3101019)  許○欣(3101001)  陳○儒(3101008)   

梁○齊(3101009)  黃○焜(3101015)  張○逢(3101011)  呂○峰(3101010)  王○君(3101005)   

李○奇(3101012)  游○葳(3101018)  林○儒(3101017)  陳○夫(3101014)   

一般生備取：1 名 

陳○儒(3101004)   

11.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8 名 

黃○科(3601018)  黃○霖(3601005)  胡○返(3601015)  戴○萱(3601010)  吳○田(3601006)   

楊○吟(3601012)  鄭○元(3601009)  陳○葦(3601001)   

一般生備取：10 名 

葉○哲(3601014)  鄭○豈(3601017)  陳○諭(3601016)  魏○彬(3601020)  蕭○鴻(3601011)   

游○諭(3601019)  賴○穎(3601004)  朱○宇(3601002)  黃○瑜(3601003)  張○君(3601013)   

在職生正取：2 名 

李○婷(3601008)  吳○霖(3601007)   

12.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A 

一般生正取：9 名  (自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B 流用 3 名) 

賴○炎(3711007)  龔○仁(3711009)  劉○瑜(3711002)  楊○諳(3711003)  王○熙(3711006)   

歐○琪(3711005)  葉○源(3711004)  林○如(3711008)  蔣○倫(3711010)   

13. 企業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2 名 

彭○庭(4101039)  張○暄(4101031)  朱○羽(4101036)  曾○涓(4101005)  黃○儀(4101021)   

江○涵(4101016)  顧○義(4101038)  林○君(4101025)  魏○宏(4101006)  林○萱(4101012)   

陳○傑(4101028)  張○婷(4101040)  鄭○程(4101030)  鄭○怡(4101020)  林○筑(4101024)   

林○郡(4101015)  陳○安(4101011)  林○伶(4101017)  張○杰(4101022)  莊○亦(4101037)   

賴○瑄(4101001)  周○旺(4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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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備取：10 名 

陳○霖(4101035)  蔡○妤(4101042)  熊○謙(4101032)  顏○芸(4101002)  陳○文(4101034)   

張○心(4101014)  陳○妏(4101013)  廖○業(4101003)  張○偉(4101027)  蔡○忻(4101045)   

14. 統計學系(統計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自管理組流用 2 名) 

吳○宇(4711010)  周○綾(4711007)  廖○珉(4711013)  蔡○惠(4711001)  王○維(4711002)   

陳○穎(4711009)  陳○玹(4711014)  鄭○倫(4711011)  徐○責(4711012)  吳○非(4711005)   

一般生備取：1 名 

趙○瑄(4711015)   

15. 統計學系(管理組) 

成績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16. 資訊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11 名 

吳○庭(4901006)  姜○均(4901017)  粘○熒(4901008)  林○瑄(4901019)  蕭○芸(4901014)   

何○原(4901004)  張○薰(4901003)  陳○泓(4901016)  張○瑞(4901012)  黃○琦(4901021)   

邱○馨(4901024)   

一般生備取：14 名 

張○碩(4901005)  陳○妏(4901009)  余○儒(4901022)  蔡○萱(4901018)  蔡○光(4901001)   

陳○禕(4901015)  李○中(4901007)  李○霖(4901023)  黃○榆(4901026)  朱○辰(4901013)   

黃○翔(4901010)  梁○欣(4901011)  林○廷(4901002)  林○恩(4901027)   

在職生正取：1 名 

吳○樺(4901020)   

在職生備取：1 名 

陳○均(4901025)   

17.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A 

一般生正取：4 名  (自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B 流用一般生 1 名) 

黃○景(5411003)  葉○伶(5411002)  鍾○榆(5411001)  邱○鈞(5411005)   

在職生正取：1 名 

王○偉(5411004)   

18. 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4 名 

張○嘉(5611001)  林○后(5611005)  吳○伊(5611009)  陳○廷(5611007)   

一般生備取：4 名 

葉○澔(5611004)  謝○勳(5611003)  徐○琳(5611002)  洪○益(5611008)   

19. 社會工作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5 名 

林○舒(5621007)  胡○柔(5621006)  蔡○霓(5621003)  吳○慈(5621004)  陳○慶(5621002)   

一般生備取：4 名 

黃○妮(5621009)  金○廷(5621001)  錢○珮(5621010)  劉○蓁(56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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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7 名  (自在職生流用 2 名) 

林○慧(5701009)  丁○荏(5701006)  李○機(5701007)  張○錦(5701010)  高○萍(5701014)   

黃○情(5701001)  廖○筑(5701013)   

一般生備取：6 名 

蔡○雯(5701004)  張○廷(5701015)  蔡○忻(5701003)  賴○徽(5701012)  周○安(5701005)   

王○瑜(5701011)   

在職生正取：2 名  (2 名流用一般生) 

黃○哲(5701002)  蘇○琪(5701008)   

21.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正取：6 名 

陳○柏(6101005)  吳○庭(6101002)  黃○任(6101006)  李○葳(6101004)  徐○雅(6101001)   

鄭○昕(6101003)   

22.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黃○然(6211004)  沈○立(6211008)  林○伃(6211003)  張○岑(6211013)  陳○璇(6211012)   

劉○筑(6211010)  陳○嫣(6211007)  孫○睿(6211006)  周○融(6211015)  莊○毓(6211002)   

一般生備取：5 名 

陳○安(6211014)  卓○蓁(6211011)  葉○辰(6211001)  賴○豪(6211005)  陳○軒(6211009)   

23. 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組 

一般生正取：2 名 

張○綺(6221001)  李○瑜(6221002)   

24.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7 名 

王○鋒(6601006)  詹○安(6601005)  凌○如(6601003)  余○涵(6601004)  謝○佑(6601001)   

唐○謙(6601002)  樊○瞳(6601007)   

一般生備取：1 名 

譚○婷(6601008)   

25. 美術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7 名 

賴○慈(7111001)  翁○恆(7111010)  陳○廷(7111015)  程○綸(7111017)  林○崚(7111003)   

陳○儒(7111006)  林○政(7111019)   

一般生備取：9 名 

施○妤(7111009)  盧○佑(7111008)  徐○傑(7111011)  尤○慈(7111004)  鄭○盈(7111007)   

高○珈(7111018)  李○如(7111021)  張○岑(7111005)  陳○芝(7111020)   

26. 美術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3 名 

陳○吟(7121004)  亓○真(7121008)  謝○琳(7121003)   

一般生備取：3 名 

洪○軒(7121005)  王○萱(7121006)  張○毓(7121007)   



全 5頁之 5頁 

27. 音樂學系(演奏、演唱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自指揮組、作曲組，各流用 1 名) 

劉○慈(7211008)  王○卿(7211013)  王○元(7211011)  曾○翔(7211009)  陳○涵(7211001)   

陳○彤(7211014)  劉○云(7211012)  陳○昕(7211005)  賴○彰(7211006)  曾○婷(7211002)   

一般生備取：1 名 

傅○文(7211015)   

28. 音樂學系(音樂治療組) 

一般生正取：2 名 

傅○涵(7221003)  陳○栩(7221002)   

29. 工業設計學系 A 

一般生正取：1 名 

莊○妤(7411001)   

30. 景觀學系 

一般生正取：7 名 

吳○妤(7501005)  葉○瑄(7501006)  高○儀(7501008)  劉○如(7501007)  陳○申(7501010)   

邱○瑄(7501003)  王○悅(7501009)   

一般生備取：5 名 

徐○晰(7501013)  邵○雅(7501001)  閻○潔(7501002)  廖○淳(7501012)  張○文(7501004)   

31. 法律學系 

一般生正取：10 名 

葉○莎(8101004)  王○閔(8101003)  林○誠(8101008)  呂○賢(8101002)  蔡○安(8101012)   

周○如(8101005)  范○明(8101007)  陳○亭(8101013)  巫○昕(8101006)  李○舉(8101001)   

一般生備取：1 名 

陳○勳(8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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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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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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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2 月 15 日至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預定 110 年 2 月 22 日)。 

七、 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時，將於 109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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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提前入學：錄取生完成「網路報到」登記後，如於 110 年 2 月 22 日前可取得學位證書或同等學

力證件者，得於 110 年 1 月 13 日前申請提前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註冊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