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 112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 

報名資格通過名單公告 

       111.11.10 

主旨：112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說明： 

一、112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招生，碩士班審查通過報名資格者計 107

人；博士班審查通過報名資格者計 16人，請參下列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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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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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單順序，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統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201 劉○諺。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微電子暨晶片設計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401 嚴○函,  12041402 張○翎,  12041403 呂○翰,   12041404 周○郁 

    12041405 戴○靖。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501 陳○翰,   12041502 黃  ○,  12041503 劉○志,   12041504 連○碩     

  12041505 葉○賢,   12041506 張○謙,  12041507 陳○安,   12041508 馮○哲      

  12041509 許○銘,   12041510 林○廷,  12041511 李○維,   12041512 陳○德       

  12041513 謝○宇,   12041514 陳○甄,  12041515 陳○澤,   12041516 李○曄       

  12041517 陳○維,   12041518 田○翎,  12041519 王○賢,   12041520 吳○澄        

  12041521 蕭○瑩,   12041522 吳○昀,  12041523 溫○澐。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601 吳○哲,   12041602 吳○霆。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701 蔡○峰,  12041702 陳○其,   12041703 劉○豪,   12041704 陳○卉       

    12041705 王○婷。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801 魏○郳,  12041802 徐○ ,   12041803 尤○銳,  12041804 曹○瑋      

    12041805 林○煜,  12041806 周○揚,   12041807 吳○璇,  12041808 賀○堯。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教育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1901 田○心,  12041902 曾○瓔,   12041903 黃○傑。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產業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001 吳○健,  12042002 蔡○娟,   12042003 李○圃,   12042004 吳○緯       

    12042005 郭○娟,  12042006 蔡○強,   12042007 湯○玉,   12042008 陳○育       

    12042009 彭○民,  12042010 林○輝,   12042011 陳○舜,   12042012 黃○銘       

    12042013 洪○翔,  12042014 許○嘉。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101 賴○潔,  12042102 郭○均,  12042103 郭○倫,   12042104 曾○琴       

    12042105 莊○月,  12042106 張○銘,  12042107 洪○約,   12042108林氏○仙 

    12042109 鍾○妮。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201 林○字,  12042202 余○佳,   12042203 周○瑤,   12042204 韓  ○        

    12042205 楊○國,  12042206 謝○芬,   12042207 陳○倫,   12042208 巴○宏 

    。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智慧物流與車輛管理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301 陳○翔。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資訊管理應用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501 吳○妮,  12042502 李○ ,   12042503 黃○瀚,  12042504 楊○翔       

    12042505 張○騏,  12042506 劉○瑋。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 建築與規劃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2801 林○毅,  12042802 曾○渝,   12042803 曾○峻,  12042804 柳○運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 建築實務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3101 歐○勳,  12043102 劉○仁。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3201 龍○瑞。 

 
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3501 賴○妮,  12043502 黃○媛,   12043503 高○郁,  12043504 王○雅       

    12043505 潘○伶,  12043506 林○宇,   12043507 陳○浩,  12043508 朱○華       

    12043509 彭○慧,  12043510 陳○秀。 

 
觀光學院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3601 葉○浩,  12043602 魏○倫,   12043603 楊○元,  12043604 賀○堯       

 
觀光學院碩士班 在職組 在職生 

應考證號  姓名     

    12043701 戴○祥。 

 

博士班報名資格通過名單： 
     (名單順序，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應考證號  姓名  

    12075101 郭○傑。 

 
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75201 蕭○豪,  12075202 張○騰,   12075203 毛○遂,  12075204 邵○舜       

    12075205 唐○聰,  12075206 徐○輝,   12075207 黃○卿,  12075208 沈○琦       

    12075209 沈○君,  12075210 郭○傑,   12075211 沈○任,  12075212 麥○祥。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土木組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應考證號  姓名     

    12075301 蘇○貞,  12075302  朱 ○,   12075303 傅○瑋。 

( 以 下 空 白 ) 

中華大學  招生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