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8頁之 1頁 

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07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07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7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成績業經評定，並經本校招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辦

理，共計錄取一般生正取 249名、備取 52名；在職生正取 19名、備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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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 (不足額錄取) 

盧○昌(1103001)  張○潼(1103003)  桑○柔(1103002)  戴○伃(1103004)  李○穎(1103005)   

李○達(1103007)  廖○忠(1103008)   

2、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1名流用在職生) 

陳○文(1213002)  廖○柔(1213005)   

在職生正取：2名 (自一般生流用 1名) 

陳○倫(1213007)  顏○容(1213004)   

在職生備取：1名 

江○香(1213006)   

3、 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林○晨(1223004)  金○奇(1223003)   

4、 歷史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劉○宇(1303002)  莊○昕(1303001)   

5、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 (不足額錄取) 

林○君(1503004)   

6、 哲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王○文(1903001)  黃○珍(1903002)   

7、 應用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解○亨(2103001)  梁○鈞(21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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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3名 

李○仁(2203013)  張○群(2203001)  張○悅(2203003)  陳○陽(2203009)  謝○春(2203006)   

蔡○昇(2203015)  江○男(2203004)  郭○全(2203014)  辛○誠(2203012)  許○瑜(2203008)   

羅○鈿(2203007)  陳○穎(2203002)  許○家(2203010)   

一般生備取：1名 

孫○羿(2203005)   

9、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無人報考) 

10、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一般生正取：1名 

陳○宇(2323001)   

11、 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魏○亦(2403002)  洪○程(2403003)   

1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6名 (不足額錄取) 

蔡○翔(3103006)  陳○嫙(3103005)  張○翰(3103001)  王○朗(3103003)  賴○承(3103004)   

吳○陽(3103007)   

13、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名 (自丙組流用 1名，不足額錄取；1 名流用乙組) 

覃○凡(3313001)  蔡○雋(3313002)  紀○佑(3313005)  杜○旻(3313006)  陳○平(3313007)   

14、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6名 (自甲組流用 1名) 

陳○靜(3323005)  宋○遠(3323006)  盧○佑(3323003)  王○雅(3323009)  陳○廷(3323004)   

蔡○龍(3323001)   

一般生備取：1名 

王○翔(3323008)   

15、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丙組)  (無人報考，1名流用甲組) 

16、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 

洪○庭(3403005)  陳○彤(3403011)  高○謙(3403006)  莊○欐(3403010)  陳○肯(3403001)   

陳○寧(3403003)  許○銓(3403008)  陳○宏(3403007)   

一般生備取：2名 

胥○翔(3403002)  許○誠(34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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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 (不足額錄取) 

王○毅(3503008)  江○霆(3503007)  梁○瑄(3503004)  洪○宏(3503001)  徐○豪(3503005)   

莊○源(3503002)  李○昱(3503006)  張○雯(3503003)   

18、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6名 

陳○奕(3603004)  施○誠(3603008)  陳○凡(3603001)  許○捷(3603009)  王○儀(3603007)   

洪○倫(3603006)   

一般生備取：1名 

鄧○文(3603002)   

在職生正取：2名 

崔○翔(3603010)  裴○青(3603003)   

19、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林○宇(3703002)  林○竣(3703001)   

20、 企業管理學系(一般生組) 

選考 管理學 B 

一般生正取：6名 (不足額錄取) 

許○青(4113006)  曾○櫻(4113005)  林○徵(4113011)  王○雅(4113016)  王○儒(4113004)   

陳○霓(4113010)   

選考 經濟學 A 

一般生正取：6名 (不足額錄取) 

莊○凱(4113003)  林○安(4113009)  紀○佑(4113007)  黃○峰(4113014)  陳○霖(4113008)   

林○臻(4113015)   

選考 統計學 B (無人選考) 

21、 企業管理學系(雙聯學制組) 

一般生正取：3名 (不足額錄取) 

陳○彤(4123004)  賴○恩(4123003)  羅○娟(4123002)   

2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選考 管理英文 B 

一般生正取：3名 

黃○萱(4203015)  黃○雄(4203013)  許○青(4203006)   

一般生備取：3名 

楊○閎(4203012)  紀○佑(4203011)  溫○儒(42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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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考 管理學 C 

一般生正取：4名 

黃○雯(4203009)  高○業(4203003)  張○甯(4203002)  林○融(4203014)   

一般生備取：2名 

何○鑫(4203005)  張○恩(4203010)   

23、 會計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13名 (自乙組流用 2名) 

許○晴(4313001)  黃○茵(4313011)  王○雯(4313006)  許○文(4313002)  莊○陵(4313008)   

劉○吟(4313018)  蔡○倫(4313017)  劉○安(4313015)  劉○麟(4313019)  阮○慈(4313003)   

施○伶(4313007)  黃○崚(4313012)  陳○程(4313020)   

一般生備取：2名 

廖○妡(4313010)  沈○錚(4313016)   

24、 會計學系(乙組)  (無人報考，2名流用甲組) 

25、 財務金融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 

陳○宏(4403011)  劉○宣(4403016)  丁○鄴(4403005)  吳○瑄(4403003)  紀○佑(4403012)   

林○仙(4403008)  楊○策(4403017)  張○婕(4403007)   

一般生備取：4名 

葉○維(4403013)  唐○生(4403014)  劉○志(4403018)  蔡○宣(4403006)   

26、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lobal MBA) 

一般生正取：2名 (自在職生流用 1名) 

莊○靜(4603001)  陳○彤(4603002)   

在職生正取：1名 (不足額錄取，1名流用一般生) 

孫○翔(4603003)   

27、 統計學系(統計組) 

成績未達錄取標準，不予錄取。 

28、 統計學系(管理組)   (無人報考) 

29、 資訊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5名 

陳○如(4903001)  吳○剛(4903015)  陳○涵(4903007)  陳○蓉(4903014)  周○軒(4903005)   

一般生備取：12名 

倪○彥(4903002)  崔○翔(4903016)  許○峻(4903006)  龔○家(4903009)  邱○秦(4903008)   

賴○宇(4903012)  彭○平(4903011)  李○揚(4903010)  劉○益(4903013)  蘇○詞(4903003)   

黃○翔(4903017)  吳○緯(49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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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經濟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劉○維(5203002)  何○毅(5203003)   

31、 政治聯招 

政治理論組 

一般生正取：2名(依志願分發，不足額錄取) 

黃○樹(5303009)  吳○蓁(5303003)      

國際關係組 

一般生正取：3名 

蘇○德(5303005)  何○力(5303001)  何○瑜(5303002)      

在職生正取：1名 

孫○峰(5303004) 

32、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陳○閎(5403002)  許○鴻(5403001)   

33、 社會學系 

一般生正取：8名 (不足額錄取) 

李○箴(5503009)  張○遠(5503007)  陳○穎(5503008)  歐○勳(5503005)  許○慈(5503001)   

楊○倪(5503003)  郭○哲(5503006)  林○夫(5503004)   

34、 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名 

蔣○慈(5613007)  陳○妤(5613008)  詹○臻(5613022)  陳○蒨(5613002)  洪○莉(5613021)   

一般生備取：5名 

林○謙(5613011)  黎○騏(5613020)  劉○宜(5613012)  葉○澄(5613010)  陳○蓁(5613009)   

35、 社會工作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6名 

簡○生(5623004)  郭○銘(5623003)  葉○晴(5623007)  許○卉(5623005)  何○帆(5623006)   

黃○麗(5623001)   

36、 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5名 

李○儒(5703006)  顏○宜(5703007)  駱○瑋(5703003)  魏○姍(5703008)  黃○樺(5703012)   

一般生備取：1名 

鍾○倫(5703001)   

在職生正取：6名 

林○靜(5703013)  李○瑩(5703010)  林○芸(5703004)  王○宜(5703002)  廖○姿(5703009)  

郭○東(57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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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 (不足額錄取) 

莊○儒(6103001)  林○伃(6103004)  蔡○恩(6103003)  張○欣佩(6103002)     

38、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一般生正取：7名 

郭○勛(6213001)  林○婷(6213004)  婁○萱(6213007)  林○錚(6213013)  陳○學(6213009)   

胡○筑(6213003)  林○茹(6213011)   

一般生備取：6名 

劉○妤(6213012)  王○婷(6213002)  林○君(6213006)  呂○頤(6213010)  林○萱(6213008)   

吳○斌(6213014)   

39、 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組 

一般生正取：2名 

孫○良(6223001)  林○儒(6223002)   

40、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 (不足額錄取) 

陳○穎(6603002)  蔡○翰(6603003)  黃○茹(6603001)   

41、 美術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5名 

張○溦(7113004)  李○芊(7113009)  施○宜(7113003)  張○懷(7113001)  林○方(7113002)   

一般生備取：6名 

周○綺(7113005)  林○晨(7113012)  翁○琪(7113011)  張○齊(7113010)  伍○耕(7113006)   

陳○安(7113008)   

42、 美術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2名 

李○憲(7123003)  廖○宣(7123004)   

43、 音樂學系(甲組) 

選考 主修(鋼琴) 

一般生正取：5名 (自選考聲樂及電子琴，各流用 1名) 

沈○榛(7213011)  陳○倩(7213012)  吳○齊(7213009)  向○妤(7213007)  林○恩(7213017)   

選考 主修(聲樂)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1名流用選考鋼琴) 

丁○恬(7213003)  李○豪(7213016)   

選考 主修(電子琴) 

無人選考，1名流用選考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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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考 主修(管絃擊樂) 

一般生正取：10名 (不足額錄取，2名流用丁組) 

蘇○萱(7213019)  梁○柔(7213010)  陳○彥(7213008)  林○蓉(7213013)  楊○絲(7213005)   

薛○婷(7213004)  張○鈞(7213002)  鍾○容(7213014)  許○嘉(7213018)  陳○萱(7213001)   

44、 音樂學系(乙組) 

無人報考，1名流用丁組。 

45、 音樂學系(丙組) 

無人報考，1名流用丁組。 

46、 音樂學系(丁組) 

一般生正取：6名 (自甲組選考管絃擊樂流用 2名、自乙及丙組各流用 1名) 

韓○瑜(7243004)  魏○芳(7243002)  蘇○苹(7243001)  彭○如(7243007)  丁○曄(7243003)   

王○涵(7243005)   

一般生備取：1名 

伍○賢 (7243006)     

47、 建築學系(甲組)  (無人報考) 

48、 建築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5名 

郭○典(7323016)  鄭○遇(7323021)  王○翔(7323020)  彭○瑩(7323013)  莊○鈞(7323015)   

一般生備取：5名 

蔡○軒(7323003)  黃○裕(7323008)  夏○嘉(7323014)  丁○婷(7323027)  吳○蓉(7323025)   

49、 建築學系(丙組)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林○偉(7333002)  謝○星(7333001)   

50、 工業設計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1名 (不足額錄取) 

蕭○陽(7413003)   

51、 工業設計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何○節(7423001)  高○勛(7423002)   

52、 景觀學系 

一般生正取：6名 (不足額錄取) 

江○宏(7503003)  何○衿(7503004)  郭○成(7503006)  陳○寗(7503005)  官○程(7503002)   

陳○萱(75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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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舞台表演組) 

一般生正取：2名 (不足額錄取) 

吳○民(7613002)  李○豪(7613001)   

54、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創作及設計組) 

一般生正取：1名 (不足額錄取) 

陳○瑋(7623001)   

55、 法律學系(甲組) 

一般生正取：13名 

謝○祐(8113034)  張○婷(8113019)  吳○芳(8113028)  郭○維(8113038)  林○勳(8113002)   

吳○衡(8113017)  王○培(8113022)  蔡○蒨(8113006)  陳○昀(8113036)  洪○瑄(8113012)   

陳○宸(8113033)  李○婷(8113044)  詹○鑫(8113020)   

56、 法律學系(乙組) 

一般生正取：13名 

徐○茹(8123008)  吳○青(8123002)  李○蓉(8123022)  鄭○才(8123025)  路○平(8123004)   

林○君(8123030)  林○姍(8123018)  薛○霖(8123001)  李○凡(8123017)  林○廷(8123005)   

黃○誠(8123006)  江○斌(8123036)  麥○婷(8123023)   

57、 法律學系(丙組) 

在職生正取：7名 (不足額錄取) 

張○煌(8133002)  楊○雯(8133012)  黃○鋒(8133010)  楊○睿(8133007)  黃○傑(8133005)   

石○勳(8133004)  陳○伶(8133008)   

 

 

三、成績單：請考生自行逕至報名網頁→【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紙本本校不另寄發）。 

四、 錄取通知單預定於 107年 3月 26日以限時專送信函寄發，錄取生亦可逕至報名網頁→【考

試結果】查詢及列印。請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網路報到登錄及繳驗證件相關作業，逾期未

辦理相關手續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