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系所/組別 准考證號 考生姓名 正/備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233 莊○清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298 林○如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436 林○廷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445 湯○瀅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480 歐○○承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493 王○文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03 蔡○民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14 曾○屏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22 翁○恩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25 吳○瑾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26 卓○恩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27 黃○傑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28 王○傑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專班 211001534 邱○瓊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042 林○如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177 陳○琴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347 孫○陽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378 劉○榮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405 林○璇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491 歐○○承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502 王○涵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508 王○恆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509 鄭○堯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512 林○言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211001529 黃○樺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08 陸○龍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45 戴○宏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65 高○豪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66 楊○毅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99 顏○雯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33 魏○賢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45 洪○順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46 蘇○哲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65 蔡○敏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75 簡○達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86 蔡○仲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87 李○真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92 林○誦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97 賴○仲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45 簡○助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54 鄭○隆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56 蔡○璟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390 李○順 正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452 嚴○尹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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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052 賴○樟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089 王○芬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095 何○慧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098 翁○聖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279 歐○穎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320 周○芳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337 陳○奇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404 鄭○翔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416 郭○銓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425 蕭○男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專班 211001428 王○聖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040 羅○永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196 林○茹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205 藍○權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270 郭○男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335 許○瑩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360 姚○孝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381 涂○臻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389 張○萍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396 張○婕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410 張○軒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412 鄭○銘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專班 211001485 高○璜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473 邱○義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496 陳○融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499 王○蕿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01 傅○中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06 簡○乘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07 陳○瑜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15 吳○恩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19 高○緯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36 林○安 正取

文學系碩專班 211001537 王○祿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001 楊○麗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007 邱○真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009 謝○金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021 林○美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090 蔡○平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11 吳○貞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14 陳○文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15 楊○中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69 許○榳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79 羅○容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83 王○涵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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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198 梁○珍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255 王○玲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261 陳○宇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304 陳○玉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398 張○偉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450 林○茵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469 莊○華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257 陳○萍 備取1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372 吳○玲 備取2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476 陳○如 備取3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281 蘇○瑄 備取4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349 侯○彤 備取5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211001477 李○誼 備取6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063 楊○慈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103 陳○芸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236 蔡○鈴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263 高○瑋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357 賴○丞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422 王○妙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446 杜○儒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448 賴○儒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463 蕭○玉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470 簡○卿 正取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373 吳○玲 備取1

生死學系碩專班/生死學組 211001071 莊○右 備取2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055 陳○驊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057 李○頤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078 李○翩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102 簡○玲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136 王○智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154 郭○堂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166 朱○慧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171 林○傑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322 吳○傑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375 余○伊 正取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專班 211001374 吳○玲 備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072 潘○珍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124 吳○容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148 彭○彬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153 于○佑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282 朱○慧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44 劉○和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52 陳○友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61 張○榮 正取

                                              第3頁，共5頁



招生系所/組別 准考證號 考生姓名 正/備取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榜單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82 柯○薇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06 張○如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59 黃○玲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71 周○香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79 胡○芳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94 陳○菁 正取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421 袁○恩 備取1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54 梁○德 備取2

宗教學研究所 211001334 林○汝 備取3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028 蔡○芠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06 張○娟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76 陳○宇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88 江○樺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195 莊○樺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30 蔡○葦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40 鍾○成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262 蔡○彥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327 李○桂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483 廖○朗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碩專班 211001521 孫○廷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02 張○誠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06 吳○德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14 何○娟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20 吳○穎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27 吳○義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091 蔡○莉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119 陳○雯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121 黃○芳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180 吳○賢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249 蘇○倫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285 羅○鈞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289 呂○澐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292 盧○南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293 許○森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05 盧○廷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21 蔡○怡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30 黃○中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41 李○婕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53 陳○熙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63 陳○斌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399 徐○貴 正取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11001484 張○雄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13 謝○津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30 葉○青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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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48 鍾○榆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50 蘇○璇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51 張○維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54 陳○驊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079 謝○櫻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143 楊○雲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164 王○人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185 郭○云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206 許○宜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229 廖○霖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295 劉○文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368 連○伊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391 黃○葳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專班 211001466 吳○翎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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