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 

報名資格通過名單公告 

        

主旨：109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說明： 

一、109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招生，碩士班報名考生總計 126 人，通過報名

資格者計 125 人;博士班報名考生總計 23 人，通過報名資格者計 23 人。 

二、目前本校正進入書面審查項目之評分作業。錄取方式將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

裁定後，於 11 月 29 日正式公告放榜。 

三、報名資格通過名單如下： 

 

碩士班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電子電路組 

  09041301 李文睿,  09041302 丁勁元,  09041303 曾 豪  , 09041304 徐平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微電子暨晶片設計組 正備取名單 

  09041401 劉德祥,  09041402 李文睿,  09041403 楊鈞雁,  09041404 楊學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備取名單 

  09041501 蔡文傑,  09041502 徐雋銘,  09041503 郭威志,  09041504 黎岱霖,  

  09041505 江俊磊,  09041506 李國禎,  09041507 陳宜萱,  09041508 林嘉瑋,  

  09041509 陳禹翔,  09041510 許盈琪,  09041511 李念庭,  09041512 洪雋皓,  

  09041513 劉慎軒,  09041514 張秋麒,  09041515 陳沛駖,  09041516 夏瑄苡,  

  09041517 王海磊,  09041518 駱 揚 ,  09041519 劉宇軒,  09041520 吳盛宏,  

  09041521 王書賢,  09041522 陳品豪,  09041523 林旻澤,  09041524 楊子尚,  

  09041525 張浩威。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09041701 李威漢,  09041702 黃傳恩,  09041703 鄧兆為,  09041704 鍾孟諭,  

  09041705 江彥群,  09041706 賴奕衡,  09041707 賴沅承。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教育組  

  09042001 黃昭萍,  09042002 蔡玫湘,  09042003 王琇玲,  09042004 陳姝妤,  

  09042005 黃秀蓉,  09042006 胡雨欣。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產業組  

  09042101 彭淙希,  09042102 徐燕萍,  09042103 蔡世昌,  09042104 陳耀宗,  

  09042105 李智遠,  09042106 魏建華,  09042107 胡莛卉,  09042108 黃麗娟,  

  09042109 林陽成,  09042110 陳清意。 

  

工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組  

  09042201 方元俊,  09042202 田孟平,  09042203 詹富棋。 

 

工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 科技管理實務組 

  09042401 陳 立,  09042402 王茉妍。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09042501 周映儀,  09042502 廖翎鈞,  09042503 林巧軒,  09042504 顏美嘉,  

  09042505 彭依婷,  09042506 謝睿庭,  09042507 李妍曉,  09042508 魏君淇,  

  09042509 黃寓赯,  09042510 蕭詠萱。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09042601 薛尹瑄,  09042602 吳 懿 ,  09042603 余旻臻,  09042604 林慈愛,  

  09042605 蔡家馨,  09042606 鍾世緯,  09042607 邱淑敏,  09042608 蔡林瑞,  

  09042609 薛宴靜,  09042610 黃泊綻。  

 

企業管理學系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碩士班 在職生  

  09042801 陳栢誠,  09042802 張雪珍,  09042803 彭淙希,  09042804 江世裕,  

  09042805 鍾宜庭,  09042806 陳惠琴,  09042807 朱來益,  09042808 蔡依珊,  

  09042809 王思涵,  09042810 潘琍琪。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資訊管理與應用組  

  09042901 吳孟桓,  09042902 鄭皓文,  09042903 郭伊謙 ,  09042904 黃竣琛,  

  09042905 潘彥呈,  09042906 張豐欣,  09042907 梁叔懷。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數位學習組 

  09043001 黃邦原。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 建築與規劃組 

  09043101 范柏惟,  09043102 魏建國。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 景觀設計組  

  09043201 許詠棋,  09043202 黃琪棻。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 建築實務組  

  09043401 劉志偉。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組(一般生)  

  09043501 林奎任,  09043502 林宇謙。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組(在職生)  

  09043601 陳芝聖。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營建管理組(一般生)  

  09043701 林宇謙,  09043702 郭亘育。  

 

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組  

  09044001 許琳婷,  09044002 曾至潔,  09044003 洪圭璋,  09044004 沈淑貞,  

  09044005 王麗萍,  09044006 余惠玲,  09044007 陳惠萍,  09044008 盧宜宜,  

  09044009 張秀雲,  09044010 陳瑩蓁,  09044011 楊淑芬,  09044012 宋碧娟,  

  09044013 黃沛瑜。  

 

觀光學院碩士班 一般組  

  09044101 羅鈺慈,  09044102 唐薏薇,  09044103 李灝。 

 ( 以 下 空 白 ) 

 

  



博士班甄試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09075101 黃啟豪 ,09075102 蔡昆原。 

                  

科技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09075201 黃建富, 09075202 陶偉民, 09075203 熊凱婷, 09075204 陳祥睿,  

09075205 王孝華, 09075206 陳明志, 09075207 林信熙, 09075208 石國鈺,  

09075209 石文龍, 09075210 連婉筑, 09075211 賴欣怡, 09075212 賴明岐,  

09075213 張馨方, 09075214 陳能瑜, 09075215 吳承恩, 09075216 吳宗駿。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土木組  

09075301 陳有權, 09075302 賴淑貞, 09075303 謝霈玟, 09075304 吳家駿。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營建管理組  

09075401 吳欣修。 

 

( 以 下 空 白 ) 

 

中華大學  招生委員會 108.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