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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03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入學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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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名、備取 47 名；在職生正取 7 名、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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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正取：6名（不足額錄取） 

魏宗仁(1110002) 施柔妤(1110001) 潘 儀(1110009) 許閔淳(1110007) 藍舸方(1110006) 

劉惠芳(1110005)  

2.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 

陳思純(1121004) 康詩敏(1121001)   

在職生正取：2名 

張尹甄(1121005) 吳如韻(1121007)  

3.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1名（不足額錄取） 

呂宜瑾(1122002)  

4.歷史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不足額錄取） 

王柏皓(1130004) 全俊豪(1130005) 陳胤慧(1130003) 董如筠(1130002)    

5.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不足額錄取） 

黃紹機(1150006) 程馨瑩(1150004)   

6.哲學系 

一般生正取：6名 

林木森(1190008) 孫乙文(1190009) 廖修霖(1190002) 王威翔(1190005) 游 牧(1190006) 

徐淑美(1190007)   

一般生備取：3名 

馬學瑀(1190001) 周先鐘(1190003) 曾淑娟(1190004) 

7.應用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7名 

王彥勳(1210001) 曹懷之(1210007) 江偉凡(1210008) 杜尚祐(1210006) 魏百君(12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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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舜(1210002) 李孟勳(1210005)  

8.化學系（化學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呂梃毅(1221012) 吳育蓉(1221008) 張家瑋(1221020) 吳宜蓁(1221009) 林瑋諭(1221002) 

董欣珊(1221016) 廖芷葶(1221003) 徐榮聯(1221014) 葉辰瑋(1221006) 沈威翰(1221018)   

一般生備取：6名 

方鳳格(1221011) 彭雁翎(1221017) 謝宛汝(1221004) 許昱承(1221010) 范盛傑(1221015) 

巫皓鈞(1221007)  

9.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一般生正取：3名 

蕭閔謙(1222001) 朱 怡(1222003) 余美佳(1222002)   

10.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一般生正取：5名 

張芷瑄(1231006) 洪恩馨(1231011) 相里茹(1231002) 林潔怡(1231003) 曾玉惠(1231013)     

一般生備取：1名 

黃冠瑋(1231010)   

11.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一般生正取：5名（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葉子瑞(1232004) 林猷威(1232006) 謝采吟(1232005) 黃 揚(1232001) 房兆屏(1232003)   

12.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不足額錄取） 

王世銘(1240001)  

13.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5 名 

蔡侑霖(1310009) 郭芝妘(1310004) 薛俊廷(1310007) 卓敬民(1310022) 郭新鋒(1310005) 

施易佑(1310002) 廖于婷(1310006) 劉宜婷(1310003) 李昕儒(1310008) 許津瑋(1310020) 

李昕蕙(1310018) 吳建勳(1310001) 卓書玄(1310015) 吳盈璇(1310016) 陳春憲(1310010)   

一般生備取：6名 

童致媛(1310019) 謝宇涵(1310017) 劉瑞旺(1310021) 周長逸(1310014) 陳裕仁(1310012) 

古宇翔(1310013)  

14.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一般生正取：15 名（自在職生流用 3 名） 

王佑仁(1330010) 曾豊庭(1330011) 陳文成(1330016) 周安杰(1330007) 蔡昆霖(1330022) 

陳凱琳(1330001) 黃彥奇(1330008) 陳予容(1330004) 游晉彰(1330013) 程鳳芷(1330003) 

劉映君(1330012) 胡芳齊(1330006) 張晟浩(1330015) 張碩淵(1330005) 黃冠福(1330021)   

一般生備取：2名 

盧信東(1330020) 施佳明(133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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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3 名（不足額錄取） 

陳姿吟(1340013) 李蕙君(1340014) 鄧雅今(1340002) 黃 儀(1340009) 施佳伶(1340007) 

蘇于婷(1340011) 胥偉豪(1340004) 黃柏穎(1340015) 趙怡鈞(1340006) 黎 龑(1340005) 

林育嬋(1340001) 江坤育(1340003) 鐘鈺琮(1340008)   

16.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3 名（不足額錄取） 

王雪綸(1350013) 楊尚仁(1350016) 謝翰誼(1350015) 黃緯滔(1350005) 劉子堉(1350003) 

李正傑(1350001) 施泰年(1350009) 林家瑋(1350004) 劉人豪(1350006) 孫培倫(1350010) 

潘家仰(1350012) 林怡岑(1350011) 鄭光浩(1350008)   

17.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1 名（不足額錄取） 

陳湧昌(1360017) 侯新郇(1360003) 李柏為(1360009) 張哲瑋(1360010) 許育甄(1360004) 

茆俊富(1360015) 洪梓恩(1360006) 鄭 慎(1360005) 王昱元(1360018) 王雪綸(1360013) 

莊益豪(1360007)   

18.企業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12 名（不足額錄取） 

鄭琇錚(1410026) 裔智堯(1410002) 陳沛雯(1410010) 陳又菱(1410024) 李冠蒂(1410006) 

吳偉弘(1410001) 黃至薇(1410011) 許瑜蓓(1410012) 許富榕(1410003) 李若瑛(1410027) 

林心俞(1410005) 謝育珊(1410017)   

19.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般生正取：7名 

鄭欣怡(1420002) 趙育敏(1420004) 何沛芯(1420005) 廖尉晴(1420003) 王保祿(1420012) 

張菱珈(1420006) 張宜君(1420008)  

一般生備取：2名 

葉彥辰(1420009) 楊惠鈞(1420010)  

20.會計學系 

一般生正取：5名（不足額錄取） 

何靜苓(1430016) 林郁婷(1430003) 陳 昂(1430004) 陳佳琦(1430010) 傅彧偉(1430006)   

21.財務金融學系 

一般生正取：7名（不足額錄取） 

林珈安(1440019) 徐嘉翎(1440015) 許芝嫻(1440018) 陳秉霖(1440006) 劉家豐(1440005) 

劉其光(1440009) 林伶蓁(1440020)    

22.統計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自統計學系（乙組）流用 3 名） 

謝尚儒(1471002) 王舒涵(1471003) 邱康熙(1471008) 廖勝全(1471014) 郭芳如(1471007) 

江玉茹(1471013) 周群益(1471005) 林倬逸(1471012) 曾彥儒(1471010) 江若竹(14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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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資訊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13 名 

羅允妍(1490011) 張怡凡(1490002) 黃 能(1490015) 周長青(1490007) 李嘉慈(1490014) 

詹筱真(1490016) 陳嘉翔(1490010) 林伯儒(1490018) 許哲籍(1490013) 賴俊谷(1490006) 

謝易霖(1490012) 郭芷均(1490017) 程致中(1490003)    

一般生備取：2名 

劉家瑋(1490009) 郭致端(1490005)   

24.經濟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 

陳怡君(1520001) 曾涵屏(1520002) 劉羽真(1520007) 陳海貞(1520003) 陳介立(1520009) 

陳韋君(1520010) 黃建偉(1520011) 李宜庭(1520008)    

一般生備取：1名 

徐永任(1520006)  

25.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一般生正取：2名（不足額錄取） 

蘇柏臻(1531002) 余采芳(1531001) 

26.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一般生正取：1名（不足額錄取） 

李沛玲(1532002)   

27.政治學系地方政治組 

一般生正取：1名（不足額錄取） 

周品曦(1533001)   

28.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不足額錄取） 

于子芸(1540001) 吳俊成(1540002) 林佩雅(1540004) 黃柏勳(1540003)   

29.社會學系 

一般生正取：7名（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陳信仲(1550011) 陳嘉慧(1550002) 李 昕(1550004) 林育槿(1550005) 游蕙任(1550009) 

林佩錦(1550006) 黃聖偉(1550001)    

一般生備取：2名 

陳梓幸(1550003) 萬奕忠(1550010)  

30.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4名 

歐東隆(1561002) 劉永勝(1561001) 施望謙(1561010) 吳耘嫚(1561003)   

一般生備取：1名 

蘇郁歆(1561008) 

31.社會工作學系（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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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正取：6名 

陳黛芬(1562008) 余如卿(1562006) 沈名媛(1562010) 許月萍(1562004) 賴鈺雯(1562002) 

鄭少閎(1562003)    

一般生備取：2名 

王稜吟(1562005) 王羽庭(1562011)  

32.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9名（自在職生流用 3 名） 

邱仕涵(1570004) 王慧雯(1570012) 游雅筑(1570018) 卓芮綺(1570009) 李怡寰(1570008) 

林昱伶(1570013) 林寶羚(1570011) 柯淳德(1570020) 郭素瑩(1570015)    

一般生備取：6名 

王琳詅(1570001) 周筠庭(1570022) 王若帆(1570021) 曾春華(1570010) 林佑儒(1570007) 

唐子玲(1570003) 

在職生正取：3名（流用 3 名至一般生） 

林心眉(1570017) 張舒雯(1570005) 羅光欣(1570019)   

33.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名（不足額錄取） 

陳冠  何重志(1610004) 王宇丞(1610003) 徐承甫(1610005) 黃馨以(1610001)  

34.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一般生正取：10 名 

房彥君(1621002) 廖宥媃(1621013) 胡予捷(1621005) 周子閔(1621006) 林奕雍(1621012) 

張馨云(1621003) 朱 怡(1621009) 王延崇(1621010) 張萬宇(1621008) 周佑星(1621011)   

35.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組 

一般生正取：3名 

董欣瑜(1622002) 許富榕(1622003) 周子閔(1622001)    

36.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自在職生流用 1 名） 

林芷瑄(1660019) 謝慈芸(1660018) 詹雅惠(1660005) 蘇煜程(1660009) 楊錦芳(1660021) 

呂學致(1660017) 王 婷(1660011) 但韋萱(1660014)  

一般生備取：6名 

楊婕妤(1660015) 林雅薰(1660002) 王運之(1660006) 廖昶瑜(1660012) 張語玲(1660007) 

戴怡蘋(1660022)   

在職生正取：2名（流用 1 名至一般生） 

謝竹勝(1660004) 蔡羿誠(1660003) 

37.美術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名 

張文堅(1711012) 王述而(1711011) 黃靖中(1711010) 黃詩芸(1711009) 劉 郡(1711008)   

38.美術學系（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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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正取：1名（不足額錄取） 

洪朝棟(1712006)    

39.建築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4名 

蔡韋方(1731006) 賴靜儀(1731003) 李建興(1731007) 張峻瑋(1731005)   

40.建築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3名 

許賀捷(1732001) 王毓蕙(1732034) 程韋慈(1732012)   

一般生備取：3名 

張意綺(1732020) 阮蘊菁(1732008) 邱宇辰(1732033)   

41.建築學系（丙組） 

一般生正取：3名（不足額錄取） 

陶 瑋(1733003) 林 拓(1733012) 梁景俐(1733002)   

42.工業設計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4名 

陳煒蒨(1741002) 許雁棋(1741004) 李宗憲(1741003) 邱國軒(1741001)   

43.工業設計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4名 

劉恭甫(1742003) 張庭愷(1742004) 李銘倫(1742005) 吳刻叡(1742002)   

44.景觀學系 

一般生正取：11 名 

林浩雯(1750009) 黃曼姿(1750001) 林心亭(1750006) 謝佩妏(1750008) 陳楚蕓(1750010) 

陳宗暘(1750002) 王怡卉(1750015) 石依凡(1750004) 龔文賓(1750003) 林純真(1750007) 

高禕騏(1750011)  

一般生備取：4名 

林建宇(1750013) 洪子涵(1750005) 蔡牧  王竹君(175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