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試日期：102年12月9日(星期一)

二、各碩士班報到時間地點：

所別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10321001 江Ｏ開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0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2 曹Ｏ瑋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1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3 陳Ｏ宇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2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4 葉Ｏ祥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3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5 鄒Ｏ正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4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6 褚Ｏ德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5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7 蔡Ｏ宏 上午8時50分 上午10時0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8 賴Ｏ叡 上午8時50分 上午10時1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09 謝Ｏ諭 上午8時50分 上午10時2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1010 嚴Ｏ承 上午8時50分 上午10時30分 工學院一館E304室

10322001 甘Ｏ明 09:00~09:20 9:30~9:4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2 吳Ｏ崴 09:00~09:20 9:40~9:5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3 林Ｏ毅 09:00~09:20 9:50~10:0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4 徐Ｏ瑋 09:00~09:20 10:00~10:1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5 張Ｏ嘉 09:00~09:20 10:10~10:2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6 陳Ｏ佐 09:00~09:20 10:40~10:5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7 黃Ｏ達 09:00~09:20 10:50~11:0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10322008 鍾Ｏ寬 09:00~09:20 11:00~11:10 工學院二館B2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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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10335001 徐Ｏ杰 上午9時00分 上午9時10分 行政大樓5樓A516會議室

10335002 蔡Ｏ珊 上午9時00分 上午9時10分 行政大樓5樓A516會議室

10335003 簡Ｏ德 上午9時00分 上午9時10分 行政大樓5樓A516會議室

10312001 江Ｏ慶 下午6時45分 下午7時0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2002 呂Ｏ峰 下午7時05分 下午7時2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2003 林Ｏ哲 下午7時25分 下午7時4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2004 黃Ｏ碩 下午7時45分 下午8時0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2005 蔡Ｏ生 下午8時05分 下午8時2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2006 湯Ｏ達 下午8時25分 下午8時40分 電資學院7樓D710

10311001 林Ｏ豪 上午8時30分 9:00-9:1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2 林Ｏ良 上午8時30分 9:10-9:2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3 侯Ｏ廷 上午8時30分 9:20~9:3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4 高Ｏ昇 上午8時30分 9:30~9:4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5 陳Ｏ瑾 上午8時30分 9:40~9:5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6 陳Ｏ翔 上午8時30分 9:50~10:0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7 黃Ｏ瑋 上午9時30分 10:10~10:2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8 雷Ｏ瑋 上午9時30分 10:20~10:3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09 劉Ｏ珍 上午9時30分 10:30-10:4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10 劉Ｏ源 上午9時30分 10:40-10:5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11 薛Ｏ仁 上午9時30分 10:50-11:0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12 鍾Ｏ和 上午10時30分 11:10-11:2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10311013 顏Ｏ祥 上午10時30分 11:20-11:30 電資學院7樓D727室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電資學院7樓

電機系辦公室

D703室

行政大樓5樓

A516辦公室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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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辦公室

D729室



所別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10313001 王Ｏ安 上午8時30分 09:00~09:15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2 古Ｏ弘 上午8時30分 09:15~09:30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3 吳Ｏ祐 上午8時30分 09:30~09:45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4 洪Ｏ翔 上午8時30分 09:45~10:00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5 陳Ｏ正 上午9時00分 10:05~10:20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6 黃Ｏ龍 上午9時00分 10:20~10:35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7 葉Ｏ誠 上午9時00分 10:35~10:50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8 田Ｏ綸 上午9時00分 10:50~11:05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09 吳Ｏ賢 上午10時30分 11:10~11:25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13010 宋Ｏ榮 上午10時30分 11:25~11:40 電資學院5樓D503室

10332001 吳Ｏ宜 18:50起 19:00-19:1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2 李Ｏ隆 18:50起 19:10-19:2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3 李Ｏ諺 18:50起 19:20-19:3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4 李Ｏ生 19:20起 19:30-19:4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5 林Ｏ菁 19:20起 19:40-19:5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6 姜Ｏ芬 19:20起 19:50-20:0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7 范Ｏ暉 19:50起 20:00-20:1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8 陳Ｏ泰 19:50起 20:10-20:2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09 曾Ｏ瑛 19:50起 20:20-20:3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10 葉Ｏ櫻 20:20起 20:30-20:4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11 謝Ｏ婷 20:20起 20:40-20:50 商學院4樓C405A室

10332012 謝Ｏ仁 20:20起 20:50-21:00 商學院4樓C405A室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電資學院7樓

資工系辦公室

D701室

國際企業經營系碩士班

商學院4樓

國企系辦公室

C407室



所別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10333001 官Ｏ靜 08：10~08：40 08：40~08：5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2 林Ｏ圻 08：10~08：40 08：55~09：10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3 莊Ｏ倫 08：10~08：40 09：10~09：2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4 陳Ｏ瑾 08：10~08：40 09：25~09：40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5 陳Ｏ合 08：10~08：40 09：40~09：5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6 彭Ｏ森 08：10~08：40 10：10~10：2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7 曾Ｏ寧 08：10~08：40 10：25~10：40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8 隋Ｏ樂 08：10~08：40 11：40~11：5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09 劉Ｏ惟 08：10~08：40 11：55~12：10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10 簡Ｏ鈞 08：10~08：40 12：10~12：25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3011 譚Ｏ方 08：10~08：40 12：25~12：40 行政大樓4樓A422-2會議室

10331001 吳Ｏ勳 上午8時20分 上午8時3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2 洪Ｏ蓉 上午8時30分 上午8時4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3 張Ｏ嘉 上午8時40分 上午8時5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4 郭Ｏ陞 上午8時50分 上午9時0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5 彭Ｏ泓 上午9時00分 上午9時1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6 黃Ｏ達 上午9時10分 上午9時2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7 蔡Ｏ龍 上午9時20分 上午9時3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8 鄭Ｏ真 上午9時30分 上午9時4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10331009 賴Ｏ容 上午9時40分 上午9時50分 商學院602A會議室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工業管理系碩士班

行政大樓4樓

資管系辦公室

A422室

商學院6樓

602A會議室



所別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10334001 尹　Ｏ 下午1時00分 13:30~13:36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2 朱Ｏ勳 下午1時00分 13:38~13:44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3 池Ｏ琪 下午1時00分 13:46~13:52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4 李Ｏ隆 下午1時00分 13:54~14:00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5 李Ｏ如 下午1時00分 14:02~14:08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6 沈Ｏ平 下午1時30分 14:10~14:16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7 林Ｏ宏 下午1時30分 14:18~14:24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8 張Ｏ婷 下午1時30分 14:26~14:32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09 許Ｏ玲 下午1時30分 14:34~14:40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0 許Ｏ鳳 下午1時30分 14:42~14:48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1 陳Ｏ芬 下午2時30分 15:00~15:06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2 陳Ｏ昭 下午2時30分 15:08~15:14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3 黃Ｏ員 下午2時30分 15:16~15:22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4 黃Ｏ芳 下午2時30分 15:24~15:30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5 黃Ｏ驥 下午2時30分 15:32~15:38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6 溫Ｏ德 下午3時00分 15:40~15:46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7 葉Ｏ廷 下午3時00分 15:48~15:54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8 穆Ｏ玲 下午3時00分 15:56~16:02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19 蕭Ｏ伶 下午3時00分 16:04~16:10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10334020 湯Ｏ達 下午3時00分 16:12~16:18 行政大樓5樓A505室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行政大樓5樓

企管系辦公室

A5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