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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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1134 李○嫺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148 王○郁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178 賴○邑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182 林○凱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199 羅○元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206 邱○杰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371 陳○晴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449 李○緯 備取1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483 李○明 備取2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427 蘇○沛 備取3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486 趙○涵 備取4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93 周○嬋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28 蘇○沛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47 王○桃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31 李○成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32 嚴○惠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21 林○年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67 陳○廷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70 邱○瓊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77 吳○柔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81 蔡○羽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07 黃○鳳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09 黃○秝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8 王○喬 備取1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5 賴○旻 備取2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4 鍾○諭 備取3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7 鍾○芳 備取4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82 王○慧 備取5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32 李○儀 備取6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03 林○繡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93 陳○妤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16 劉○儒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39 王○予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02 黃○宏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35 凃○憲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36 徐○雲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45 林○鈞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00 許○娟 正取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21 許○媚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56 吳○蓉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59 黃○儀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73 楊○如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27 官○如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07 夏○清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62 陳○宜 正取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52 蔡○嵐 備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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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69 江○涵 備取2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3 黃○媖 備取3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91 許○玉 備取4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082 楊○任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123 蘇○潔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183 陳○伶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201 黃○珊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353 顏○意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458 許○瑜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473 徐○潔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075 張○儀 備取1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091 張○豪 備取2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070 吳○寧 備取3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383 梁○芳 備取4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431 鐘○芳 備取5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478 江○慧 備取6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499 林○晨 備取7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068 彭○瑜 備取8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381 林○ 備取9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505 張○偉 備取10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165 陳○壬 備取11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210101508 張○濡 備取12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101047 陳○臻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101049 賴○菁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101050 潘○盛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101055 吳○萱 正取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一般生 210101368 吳○君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31 潘○丰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01 胡○愛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22 吳○宥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4 查○天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101170 鄭○安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101419 苗○云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210101420 許○甄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101413 高○妏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101418 吳○妏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101425 劉○妤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101430 曾○員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210101511 李○芬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71 王○雯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89 林○真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2 陳○娟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5 吳○玲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10 譚○豪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57 黃○恩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2 張○仙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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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18 鄧○慈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32 盧○文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44 李○倫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236 許○丹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241 詹○宏 正取

傳播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210101247 陳○勇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04 李○婕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09 郭○琳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37 何○儀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41 曾○瑄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44 陳○儀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51 蘇○吉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59 洪○源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66 蔡○秉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73 林○俊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95 郭○為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95 黃○翔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96 呂○維 正取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17 游○妤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25 張○欽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60 張○筑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29 林○弘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53 魏○賢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51 蕭○瑋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8 馮○霆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79 龔○賀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17 楊○傑 備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210101407 蔡○豪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101103 林○村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101105 顏○憶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101119 高○涵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101490 許○瑋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210101491 邱○瑜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101113 林○靜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101132 伍○稚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101192 曾○強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101278 李○任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在職生 210101522 蔡○芸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81 林○賢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01 鄭○芳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99 方○程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14 蔡○聰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59 簡○菁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60 吳○穎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85 胡○晴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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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02 張○萍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62 陳○畇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80 黃○潔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87 林○鋒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89 余○衡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77 劉○丞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97 譚○為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50 楊○晧 備取1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334 黃○媛 備取2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34 羅○貞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39 王○娥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40 洪○煌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45 張○書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15 謝○華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17 洪○霙 正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221 李○卿 備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29 谷○萱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80 盧○瑤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501 吳○熙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73 張○林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83 雲○真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094 雲○華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118 朱○齊 正取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10101484 成○怡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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