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雲科技大學100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主旨：公告本會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錄取名單

(1)電子工程研究所

正取：12名

1001101 李奇洲 1001102 許書耀 1001108 馬  灝

1001113 蘇怡霑 1001115 鄭三才 1001116 鄭祺耀

1001118 劉文達 1001119 黃柏舜 1001121 楊俊彥

1001122 葉曜旗 1001125 沈雅綺 1001128 朱怡雲

備取：17名

1001106 陳祺惇 備取1 1001107 柯沛成 備取2 1001110 張志翔 備取3

1001117 黃先繪 備取4 1001114 邱子軒 備取5 1001105 陳冠弘 備取6

1001104 鄭育錫 備取7 1001126 謝文俊 備取8 1001120 王明展 備取9

1001127 陳孟瑜 備取10 1001129 鄭志吰 備取11 1001111 高慶齡 備取12

1001103 吳添富 備取13 1001109 陳志賢 備取14 1001123 林昆漢 備取15

1001112 朱紘毅 備取16 1001124 陳冠丞 備取17

(2)電機工程所

正取：8名

1001201 張俊偉 1001202 劉信緯 1001204 鄧博修

1001205 楊承勳 1001209 李孟杰 1001210 林琦龍

1001211 陳弘凱 1001214 江定龍

備取：7名

1001203 陳昌杰 備取1 1001207 蔡朝景 備取2 1001208 廖偉庭 備取3

1001206 傅健翔 備取4 1001212 卓興越 備取5 1001213 禹晨 備取6

1001215 劉彥顥 備取7

(3)資訊工程所 

正取：6名

1001301 張木盛 1001303 林政緯 1001304 何鎮宏

1001307 黃倫斌 1001315 張佳惠 1001316 林員福

備取：7名

1001306 潘雅涵 備取1 1001318 劉于生 備取2 1001317 黃耀文 備取3

1001305 林泰淵 備取4 1001319 尚亞萱 備取5 1001309 李政達 備取6

1001302 李泓仁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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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械工程所

正取：10名

1002103 謝俊宏 1002105 黃啟尚 1002109 胡祐禎

1002110 孫國珉 1002111 賴弘育 1002115 楊麗惠

1002116 朱俊龍 1002118 廖冠婷 1002128 李佩姍

1002130 鄭愛玉

備取：19名

1002113 陳冠甫 備取1 1002127 蔡世輝 備取2 1002104 陳健安 備取3

1002120 楊浩維 備取4 1002101 謝家瑋 備取5 1002121 陳昭穎 備取6

1002129 趙佩青 備取7 1002124 李志偉 備取8 1002108 胡育嘉 備取9

1002107 謝旻臻 備取10 1002117 楊顏聰 備取11 1002112 劉逢文 備取12

1002102 吳浩全 備取13 1002114 許元霖 備取14 1002119 朱冠瑋 備取15

1002123 戴俊成 備取16 1002125 林裕翔 備取17 1002106 楊允任 備取18

1002126 劉振威 備取19

(5)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研究所

正取：5名

1002201 曾坤發 1002203 曾漢欽 1002207 陳今驥

1002208 李姿瑩 1002212 鄧守量

備取16名：

1002202 張淑平 備取1 1002214 蔡明燕 備取2 1002205 杜雨樺 備取3

1002219 黃詩涵 備取4 1002211 張芳琪 備取5 1002221 林欣蓉 備取6

1002216 蔡馨文 備取7 1002213 莊秀暄 備取8 1002218 王俊傑 備取9

1002220 葉曉君 備取10 1002209 林信宇 備取11 1002204 古明達 備取12

1002217 劉榮良 備取13 1002210 歐陽佩欣 備取14 1002206 張又云 備取15

1002215 張峰彬 備取16

(6)國際企業管理研究所

正取：6名

1003201 蕭雯茹 1003204 徐惠心 1003207 張玉明

1003208 湯文彭 1003211 許珮芬 1003213 葉竹倪

備取：7名

1003203 賴珈名 備取1 1003202 吳思函 備取2 1003212 張韵紜 備取3

1003209 王苡亘 備取4 1003210 許銘佐 備取5 1003206 彭鈺珊 備取6

1003205 林真伊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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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訊管理研究所

正取：5名

1003301 侯淵文 1003302 何鎮宏 1003303 孫載陽

1003305 謝明章 1003308 吳騰耀

(8)經營管理研究所

正取：8名

1003401 張慧俞 1003402 李欣蓓 1003404 彭資庭

1003406 胡櫻馨 1003407 李珮瑜 1003408 李雅珍

1003409 陳玥錡 1003410 湯文彭

備取：3名

1003411 陳順宏 備取1 1003403 吳柔蝶 備取2 1003405 陳心興 備取3

(9)財務金融所

正取：5名

1003501 陳慈霖 1003504 高偉剛 1003505 林志宸

1003508 呂曉蕙 1003509 杜佳錞

備取：5名

1003510 王苡亘 備取1 1003502 張慧俞 備取2 1003511 許銘佐 備取3

1003503 余莉菁 備取4 1003506 張韶君 備取5

(10)中亞所

正取：4名

1005101 林玉雪 1005104 郭信宏 1005106 黃培德

1005107 賴馨綾

備取：6名

1005102 林忠誠 備取1 1005108 江盛宗 備取2 1005110 王祥麟 備取3

1005111 王怡仁 備取4 1005109 黃智勇 備取5 1005103 郭家宏 備取6

主任委員 李大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