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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 107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正、備取生名單 

※ 榜單內容如有爭議，以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錄取考生注意事項】 

 

一、 錄取考生於獲知錄取結果後，正、備取生請於107年5月22日10時至5月24日 

24時辦理網路報到，登入下列網址勾選是否願意入學就讀。 

網址：http://gra103.aca.ntu.edu.tw/grap/。 

二、 正、備取生未於 107 年 5 月 22 日 10 時至 5 月 24 日 24 時辦理網路報到 

者，正取生取消其入學資格，若該系所組列有備取生者，其缺額由已辦理 

登記遞補之備取生依序遞補；備取生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其遞補資格， 

事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救措施。 

三、 本項招生於辦理新生註冊後，若有錄取生逾期未註冊者，仍依已登記而未 

遞補之備取生名次順序，由本校通知至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辦理再遞補。 

本校辦理備取生遞補作業之截止日為當學年度開學日前；但農經系、生傳系、事

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生物科技管理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遞補作業之截止日為該系專班 107 學年度第 1 期繳費截止日。 

 

                     
        國立臺灣大學 107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錄取名單  

                       

  系所組別: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政府與公共事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10013          謝○璇       正取 

                  3010002          陳○華       正取 

                  3010048          葉○婷       正取 

                  3010011          蕭○菁       正取 

                  3010020          洪○君       正取 

                  3010041          李○龍       正取 

                  3010018          鄭○姍       正取 

                  3010027          宋○辰       正取 

                  3010026          賴○琪       正取 

                  3010008          丁  ○       正取 

                  3010031          徐○立       正取 

                  3010012          曾○達       正取 

                  3010025          陳○鳳       正取 

                  3010004          曾○瑜       正取 

                  3010040          楊○翔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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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006          李○華       正取 

                  3010003          沈○源       正取 

                  3010038          魏○樺       正取 

                  3010029          許○綺       正取 

                  3010014          王○       正取 

                  3010024          林○君       正取 

                  3010046          李○瑄       正取 

                  3010039          陳○名       正取 

                  3010009          吳○玲       正取 

                  3010033          陳○錚       正取 

                  3010030          李○人       正取 

                  3010017          柯○彤       正取 

                  3010001          黃○睿       正取 

                  3010042          何○樺       正取 

                  3010010          蔡○君       備取 

                  3010023          梁○馨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9 名     備取 2 名 

 

  系所組別: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20032          周○淦       正取 

                  3020015          賴○菁       正取 

                  3020003          陳○潔       正取 

                  3020035          吳○佑       正取 

                  3020013          何○剛       正取 

                  3020017          周○晴       正取 

                  3020021          劉○光       正取 

                  3020024          盧○卉       正取 

                  3020004          謝○欣       正取 

                  3020022          陳○嘉       正取 

                  3020012          洪○峰       正取 

                  3020009          簡○騏       正取 

                  3020016          洪○遠       正取 

                  3020020          陳○達       正取 

                  3020019          歐○弘       正取 

                  3020029          詹○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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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20023          倪○成       正取 

                  3020006          吳○慧       正取 

                  3020008          張○桂       正取 

                  3020028          李○如       正取 

                  3020031          呂○香       正取 

                  3020001          郭○瑋       正取 

                  3020007          呂○倫       正取 

                  3020005          許○銘       正取 

                  3020011          周○二       正取 

                  3020025          曾○茜       正取 

                  3020030          徐○青       正取 

                  3020014          李○青       正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8 名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30009          林○明       正取 

                  3030005          謝○璇       正取 

                  3030025          王○昇       正取 

                  3030010          林○如       正取 

                  3030006          杜○富       正取 

                  3030023          方○玄       正取 

                  3030007          李○盛       正取 

                  3030021          許○勝       正取 

                  3030027          陳○榮       正取 

                  3030012          楊○蓁       正取 

                  3030019          孫○       正取 

                  3030022          顏○真       正取 

                  3030024          何○玲       正取 

                  3030015          游○義       正取 

                  3030018          陳○義       備取 

                  3030011          林○汝       備取 

                  3030017          楊○雲       備取 

                  3030003          竇○誠       備取 

                  3030013          賴○豐       備取 

                  3030001          馬○龍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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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014          張○霖       備取 

                  3030016          韋○營       備取 

                  3030026          李○梅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4 名     備取 9 名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3040032          劉○民       正取 

                  3040047          邱○璇       正取 

                  3040054          張○芬       正取 

                  3040045          張○辰       正取 

                  3040041          陳○文       正取 

                  3040037          李○茹       正取 

                  3040050          游○方       正取 

                  3040030          鄭○文       正取 

                  3040005          廖○慶       正取 

                  3040018          林○吟       正取 

                  3040024          祝○余       正取 

                  3040002          蔡○嬛       正取 

                  3040028          吳  ○       正取 

                  3040048          陳○明       正取 

                  3040017          李○鏞       正取 

                  3040038          黃○睿       正取 

                  3040015          劉○豪       備取 

                  3040001          董○彬       備取 

                  3040023          賴○屏       備取 

                  3040010          張  ○       備取 

                  3040043          林○薇       備取 

                  3040049          李○宸       備取 

                  3040014          張○仁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6 名     備取 7 名 

                      

  系所組別:臨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臨床醫學研究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10011          張○杰       正取 

                  4010010          蔣○琳       正取 

                  4010017          鄭○方       正取 

                  4010006          杜○叡       正取 

                  4010007          黃○賢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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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008          王○佩       正取 

                  4010018          梁○文       正取 

                  4010003          薛○儀       正取 

                  4010016          林○亨       正取 

                  4010020          游○涵       正取 

                  4010012          張○方       正取 

                  4010015          陳○哲       正取 

                  4010023          ○穎       正取 

                  4010005          趙○程       正取 

                  4010013          李○誠       正取 

                  4010022          呂○澍       正取 

                  4010019          劉○甫       正取 

                  4010002          李○宇       正取 

                  4010004          王  ○       正取 

                  4010009          連○銅       正取 

                  4010021          何○宇       正取 

                  4010001          蘇○興       正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2 名 

 

  系所組別:臨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臨床試驗組-在職醫師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20003          王○弘       正取 

                  4020001          賴○仁       正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 名 

  系所組別:臨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臨床試驗組-在職非醫師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30006          陳○青       正取 

                  4030002          崔  ○       正取 

                  4030012          蕭○秀       正取 

                  4030010          林○亭       正取 

                  4030011          顏○羚       正取 

                  4030008          謝○均       正取 

                  4030005          吳○璇       正取 

                  4030003          曾○萍       正取 

                  4030004          王○怡       正取 

                  4030009          鄭○昀       正取 

                  4030007          陳○麗       正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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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臨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40006          蔡○       正取 

                  4040001          葉○雯       正取 

                  4040005          邱○婷       正取 

                  4040004          許○龍       正取 

                  4040002          呂○賢       正取 

                  4040007          林○諺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5 名      備取 1 名 

 

  系所組別: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主修遺傳諮詢)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4050003          黃○芯       正取 

                  4050002          張○喻       正取 

                  4050010          黃○媛       正取 

                  4050008          何○瑜       正取 

                  4050006          楊○芳       正取 

                  4050004          張○婷       正取 

                  4050015          黃○豪       正取 

                  4050014          劉○凡       正取 

                  4050005          洪○蔚       正取 

                  4050016          李○瑩       正取 

                  4050011          林○宜       正取 

                  4050013          張○筑       正取 

                  4050007          黃○涵       正取 

                  4050017          涂○涵       備取 

                  4050009          于○蓉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3 名     備取 2 名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營建工程與管理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10004          胡○綺       正取 

                  5010008          鐵○兒       正取 

                  5010019          呂○業       正取 

                  5010007          黃○信       正取 

                  5010009          陳○霓       正取 

                  5010015          張○信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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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14          陳○右       正取 

                  5010017          賴○憲       正取 

                  5010024          萬○為       正取 

                  5010031          黃○平       正取 

                  5010025          林○熙       正取 

                  5010011          葉○頤       正取 

                  5010012          黃○彥       正取 

                  5010028          劉○娜       正取 

                  5010006          詹○煌       正取 

                  5010023          林○永       正取 

                  5010020          謝○勳       備取 

                  5010018          郭○男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6 名     備取 2 名 

 

  系所組別: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環境規劃與管理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20011          黃○潔       正取 

                  5020004          楊○順       正取 

                  5020009          李○芸       正取 

                  5020001          陳○光       正取 

                  5020002          簡○貞       正取 

                  5020003          王○惠       備取 

                  5020010          彭○騏       備取 

                  5020008          李○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5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跨領域整合與創新」高階主管專 

           班（臺大 EMS）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5030042          李○章       正取 

                  5030018          海○名宏     正取 

                  5030053          徐○昇       正取 

                  5030047          吳○憲       正取 

                  5030043          楊○珍       正取 

                  5030016          蘇○龍       正取 

                  5030022          陳○翰       正取 

                  5030039          黃○育       正取 

                  5030058          顏○鑫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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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0027          陳○仁       正取 

                  5030017          張○瑞       正取 

                  5030052          陳○助       正取 

                  5030038          林○源       正取 

                  5030031          郭○毅       正取 

                  5030011          黃○親       正取 

                  5030007          許○茵       正取 

                  5030021          黃○盛       正取 

                  5030048          李  ○       正取 

                  5030009          江○錡       正取 

                  5030002          陳○文       正取 

                  5030010          葉○顯       備取 

                  5030050          江○嫺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0 名     備取 2 名 

                      

  系所組別: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農業經營管理高階主管專班(農經 EMBA)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6010027          蔡○玲       正取 

                  6010003          李○文       正取 

                  6010010          張○岱       正取 

                  6010008          焦  ○       正取 

                  6010019          林○佑       正取 

                  6010004          呂○紋       正取 

                  6010012          吳○富       正取 

                  6010015          鄭○昌       正取 

                  6010009          黃○雅       正取 

                  6010022          鄭○儷       正取 

                  6010001          魏○輝       正取 

                  6010013          林○凱       正取 

                  6010018          謝○君       正取 

                  6010030          盧○瑋       正取 

                  6010014          彭○博       正取 

                  6010006          張○良       正取 

                  6010029          王○福       正取 

                  6010011          陳○妤       正取 

                  6010005          廖○宏       正取 

                  6010002          羅○敏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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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31          徐○嬌       正取 

                  6010017          黃○維       正取 

                  6010026          賴○如       正取 

                  6010007          簡○成       正取 

                  6010028          高○傑       正取 

                  6010025          廖○霖       正取 

                  6010032          黃○鳳       正取 

                  6010021          李○華       正取 

                  6010016          廖○澤       正取 

                  6010024          陳○貞       正取 

                  6010023          陳○漢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30 名     備取 1 名 

 

  系所組別: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6020047          林○藤       正取 

                  6020046          顏○宏       正取 

                  6020070          黃○瑜       正取 

                  6020024          林○偉       正取 

                  6020016          蘇○正       正取 

                  6020034          劉○婷       正取 

                  6020052          程○婷       正取 

                  6020002          李○松       正取 

                  6020003          翁○隆       正取 

                  6020043          謝○芬       正取 

                  6020008          李○蓉       正取 

                  6020073          林○容       正取 

                  6020007          劉○伸       正取 

                  6020050          廖○彬       正取 

                  6020068          葉○愷       正取 

                  6020026          梁○庭       正取 

                  6020079          蔡○修       正取 

                  6020027          陳○蔓       正取 

                  6020039          顏○慈       正取 

                  6020059          林○榮       正取 

                  6020054          張○城       備取 

                  6020078          范○龍       備取 

                  6020014          鄒○惠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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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0060          高○誠       備取 

                  6020018          鄭  ○       備取 

                  6020009          余○長       備取 

                  6020044          李○盛       備取 

                  6020049          莊○富       備取 

                  6020033          王○隆       備取 

                  6020056          蘇○誌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0 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創業創新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7010039          許○甄       正取 

                  7010091          鄧○元       正取 

                  7010181          王○帆       正取 

                  7010144          李○宸       正取 

                  7010127          蕭○諭       正取 

                  7010113          陳○姿       正取 

                  7010160          洪○仁       正取 

                  7010017          鄭○廷       正取 

                  7010050          高○荷       正取 

                  7010147          江○諺       正取 

                  7010032          劉○豪       正取 

                  7010088          顏○如       正取 

                  7010037          彭○雯       正取 

                  7010085          邱○朋       正取 

                  7010108          謝○丞       正取 

                  7010101          吳○謙       正取 

                  7010055          雍○書       正取 

                  7010008          康○昕       正取 

                  7010011          房○涵       正取 

                  7010133          卓○昇       正取 

                  7010089          龔○軒       正取 

                  7010168          江○馨       正取 

                  7010063          蔡○翰       正取 

                  7010056          陳○臻       正取 

                  7010052          裴○颿       正取 

                  7010100          洪○徽       正取 

                  7010162          高○展       正取 



 11

                  7010019          陳○伶       正取 

                  7010132          魯○蓓       正取 

                  7010142          曾○志       正取 

                  7010159          尚○凱       備取 

                  7010033          陳○伶       備取 

                  7010153          莊○達       備取 

                  7010049          陳○呈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30 名     備取 4 名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甲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10002          卓○萍       正取 

                  8010012          杜○琦       正取 

                  8010035          蔣○偉       正取 

                  8010001          李○勳       正取 

                  8010029          官○秀       正取 

                  8010005          張○絜       正取 

                  8010015          余○蓁       正取 

                  8010042          柯○蓁       正取 

                  8010004          曾○禎       備取 

                  8010048          鍾○圻       備取 

                  8010031          洪○磯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8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乙組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20001          許○超       正取 

                  8020005          王○人       正取 

                  8020017          葉○圻       正取 

                  8020028          陳○得       正取 

                  8020006          林○裕       正取 

                  8020015          王○惠       正取 

                  8020010          盧○揚       正取 

                  8020027          陳○燕       正取 

                  8020029          馮○萍       正取 

                  8020031          許○昌       正取 

                  8020022          莊○惠       正取 

                  8020033          羅○雲       正取 

                  8020019          桑○蓓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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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0004          呂○玉       備取 

                  8020007          魏  ○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12 名     備取 3 名 

 

  系所組別: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8030014          周○婷       正取 

                  8030015          王○涵       正取 

                  8030017          李○慈       正取 

                  8030036          林  ○       正取 

                  8030012          林○宇       正取 

                  8030016          陳○亮       正取 

                  8030023          陳○仁       正取 

                  8030003          許○瑋       備取 

                  8030018          連○銅       備取 

                  8030029          吳○偉       備取 

                  8030007          王○晟       備取 

                  8030009          簡○宇       備取 

                  8030025          柯○翔       備取 

                  8030027          徐○罡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7 名      備取 7 名 

                      

  系所組別: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9010017          魏○翰       正取 

                  9010024          劉○儒       正取 

                  9010007          胡○郡       正取 

                  9010010          王○時       正取 

                  9010001          李○安       正取 

                  9010023          黃○葭       正取 

                  9010005          陳○廷       備取 

                  9010025          陳○銘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6 名      備取 2 名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10069          黃○盛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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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10056          陳○瑽       正取 

                  E010061          蘇○滄       正取 

                  E010081          桑○蓓       正取 

                  E010005          馬○文       正取 

                  E010068          彭○怡       正取 

                  E010066          張○玲       正取 

                  E010080          廖○奎       正取 

                  E010030          彭○英       正取 

                  E010016          葉○廷       正取 

                  E010015          吳○銓       正取 

                  E010098          蘇○輝       正取 

                  E010060          張○毅       正取 

                  E010028          林○婕       正取 

                  E010103          鄒○智       正取 

                  E010055          廖○帆       正取 

                  E010106          徐○鴻       正取 

                  E010050          黃○嬅       正取 

                  E010057          辜○雄       正取 

                  E010108          曾○欽       正取 

                  E010006          林○伊       正取 

                  E010021          李○隆       正取 

                  E010107          陳○宏       正取 

                  E010007          馮○富       正取 

                  E010036          陳○宏       正取 

                  E010053          李○帆       正取 

                  E010046          王○堯       正取 

                  E010096          蔡○玲       正取 

                  E010058          林○瑋       正取 

                  E010097          李○芳       正取 

                  E010054          謝○徽       備取 

                  E010011          蔡○宏       備取 

                  E010077          傅○虹       備取 

                  E010024          楊○筌       備取 

                  E010082          張○鶯       備取 

                  E010109          蕭○君       備取 

                  E010091          謝○仰       備取 

                  E010048          陳○安       備取 

                  E010020          黃○親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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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10038          周○恬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30 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20002          莊○凡       正取 

                  E020054          鄭○航       正取 

                  E020013          徐○學       正取 

                  E020042          關○慈       正取 

                  E020045          陳○玲       正取 

                  E020047          張○憶       正取 

                  E020003          陳○翰       正取 

                  E020059          胡○茹       正取 

                  E020030          陳○瑽       正取 

                  E020026          林○利       正取 

                  E020019          邱○泰       正取 

                  E020010          陳○卿       正取 

                  E020017          李○樑       正取 

                  E020041          桑○蓓       正取 

                  E020023          洪○芸       正取 

                  E020028          廖○淳       正取 

                  E020025          郭○婷       正取 

                  E020053          齊○翔       正取 

                  E020004          柯○友       正取 

                  E020058          楊○       正取 

                  E020021          李○純       正取 

                  E020035          吳○潔       正取 

                  E020056          柯○君       正取 

                  E020040          楊○鴻       正取 

                  E020039          季○廷       正取 

                  E020046          夏○胤       備取 

                  E020044          利○燕       備取 

                  E020022          黃○營       備取 

                  E020055          謝○如       備取 

                  E020065          張○芬       備取 

                  E020020          劉○佩       備取 

                  E020015          鄞○鴻       備取 

                  E020024          許○容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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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20061          賴○蒨       備取 

                  E020012          陳○雯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25 名     備取 10 名 

 

  系所組別:生物科技管理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備  註 

                  E030004          朱○如       正取 

                  E030027          宋○龍       正取 

                  E030030          王○財       正取 

                  E030012          黃○墐       正取 

                  E030006          陳○安       正取 

                  E030040          何○平       正取 

                  E030034          廖○奎       正取 

                  E030039          桑○蓓       正取 

                  E030015          陳○憶       正取 

                  E030008          陳○康       正取 

                  E030005          劉○昌       正取 

                  E030029          吳○嘉       正取 

                  E030019          賴○蓉       正取 

                  E030031          李○康       正取 

                  E030021          梁○智       正取 

                  E030024          楊○萍       正取 

                  E030011          許○瑜       正取 

                  E030044          王○怡       正取 

                  E030043          蔡○玲       正取 

                  E030001          邱○盛       正取 

                  E030016          林○蓮       正取 

                  E030045          蕭○君       正取 

                  E030041          吳○辰       正取 

                  E030018          賴○婷       正取 

                  E030013          余○鴻       正取 

                  E030037          莊○潔       正取 

                  E030014          范○崴       正取 

                  E030022          張○真       正取 

                  E030009          李○哲       正取 

                  E030010          温○如       正取 

                  E030038          陳○文       備取 

                  E030033          江○翔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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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30042          吳○華       備取 

                  E030036          鄧○心       備取 

                  E030028          闕○硯       備取 

                  E030002          施○閩       備取 

                  E030035          蔣○芸       備取 

                  E030026          趙○君       備取 

                  E030003          蔡○揚       備取 

                  E030017          曾○傑       備取 

           以上合計錄取正取 30 名     備取 1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