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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華民國 111 年 12 月 08 日 

                            大葉(111)招告字第 1110018 號 

主旨：大葉大學 112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甄試招生錄取名單 

依據：111 年 12 月 07 日 112 學年度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4 名  

 
1010101010  1010101013  1010101011  1010101012           
李○錞      林○淳      陳○中      李○輝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4 名  

 
1010101014  1010101015  1010101016  1010101017           
褚○桓      陳○儒      張○恩      趙○愷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從缺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9 名                    

 
1010101003  1010101006  1010101005  1010101004  1010101007  1010101009  
張○婷      莊○森      李○唐      謝○霖      張○詮      陳○佑 

 
1010101001  1010101008  1010101002                 
許○丞      郭○靜      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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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3 名                     

 
1020201001  1020201003  1020201002              
沈○宏      洪○佑      李○翰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5 名                     

 
1010101021  1010101024  1010101020  1010101023  1010101022        
蘇○揚      盧○瑄      蔡○申      洪○宇      陳○霖   
 

 
醫療器材設計與材料碩士學位學程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010101018  1010101019                 
林○宇      王○榮  

 

 
醫療器材設計與材料碩士學位學程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3 名                

 
1020201005  1020201006  1020201007              
盧○民      梁○今      謝○儒        

 
 
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15 名                 

 
1030101006  1030101003  1030101001  1030101010  1030101009  1030101008  
謝○芳      王○翰      莊○嵐      柯○宇      胡○寶      邱○君 

 
1030101013  1030101005  1030101016  1030101019  1030101004  1030101002  
張○茹      劉○欣      李○毅      陳○文      林○勝      趙○清     

 
1030101011  1030101012  1030101007                    
李○宇      陳○廷      沈○岑   

 

 
生物醫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5 名                     

 
1030101017  1030101018  1030101014  1030101015  1030101020        
李○安      方○君      何○安      李○翰      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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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院聯合招生   甲組(一般生)  ---       備取 1 名(依遞補順序排序)    
 

1030101021                    
廖○富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040101003  1040101001                 
謝○叡      李○怡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17 名                     

 
1050201001  1050201006  1050201009  1050201014  1050201003  1050201007  
藍○        劉○希      詹○君      賴○娟      江○齊      魯○珍    

 

1050201005  1050201013  1050201017  1050201002  1050201010  1050201011  
張○珠      賴○妤      謝○琴      潘○明      林○承      施○良   

 

1050201012  1050201015  1050201004  1050201018  1050201008              
劉○德      鐘○致      巫○生      高○華      白○煌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3 名                    

 
1040101010  1040101012  1040101011              
康○瑜      葉○毓      周○弦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040101008  1040101009                 
林○彤      劉○辰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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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康管理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4 名                     

 
1040101006  1040101005  1040101004  1040101007           
黃○媜      李○崴      連○凱      鄧○杰                  

 
 
運動健康管理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6 名                    

 
1050201022  1050201021  1050201024  1050201023  1050201019  1050201020     
陳○祥      郭○秀      胡○君      陳○庭      李○菁      陳○廷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視覺傳達組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060101002  1060101004                 
李○頤      李○容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室內設計組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1 名                

 
1060101003                    
施○琴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室內設計組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1 名         

 
1070201001                    
張○華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文化產業組     甲組(一般生)      ---     從缺                   

 
 
造形藝術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060101015  1060101014                 
趙○皓      王○維    

 
 
 



第 5 頁，共 6 頁 

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3 名                     

 
1060101007  1060101006  1060101010              
柯○譽      鄭○友      劉○吟      

 
 
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5 名                     

 
1060101013  1060101009  1060101011  1060101012  1060101008        
吳○如      曾○欣      童○銓      林○紘      陳○羽           

 
 
英語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1 名                      

 
1080101001                    
張○恩 

 

 
護理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15 名                      

 
1100201019  1100201025  1100201017  1100201020  1100201021  1100201001  
汪○卿      林○蓉      謝○珊      郭○琴      陳○玫      施○     

 
1100201011  1100201024  1100201028  1100201009  1100201026  1100201008  
高○惠      廖○慧      陳○玲      許○盈      邱○紋      林○楨   

 

1100201015  1100201027  1100201018                    
莊○君      祝○萍      林○儷 

 
 
護理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備取 12 名(依遞補順序排序)      

 
1100201014  1100201005  1100201002  1100201016  1100201003  1100201004  
藍○馨      朱○渝      楊○翊      廖○芸      粘○筑      蔡○蓳     

 
1100201023  1100201007  1100201022  1100201010  1100201013  1100201012        
杜○錡      劉○汝      陳○筑      周○華      高○珊      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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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學系碩士班     甲組(一般生)      ---     正取 2 名                      

 
1110101002  1110101001                 
陳○叡      鄭○穎    

 
 
視光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正取 5 名                      

 
1110201007  1110201006  1110201008  1110201004  1110201001        
吳○        吳○        張○旻      許○源      郭○瑩 

 
 
視光學系碩士班     乙組(在職生)      ---     備取 3 名(依遞補順序排序)      

 
1110201002  1110201003  1110201005              
黃○勛      張○偉      陳○哲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士班-全英語授課(EMI)組     甲組(一般生)   ---    從缺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全英語授課(EMI)組     甲組(一般生)   ---    從缺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全英語授課(EMI)組     甲組(一般生)   ---    從缺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全英語授課(EMI)組     甲組(一般生)   ---    從缺 

 
 

大葉大學招生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