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雲科技大學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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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 

9811001 彭劉鼎烽  9811004 張家豪 9811012 李玉翔 

9811002 鄧嘉豪  9811005 江正宏 9811013 李皇毅 

9811003 王建弘  9811007 林泓志 9811015 宋昀融 

備取：5名 

9811006 徐世霖 備取一 9811010 劉民舜 備取三 9811014 余士傑 備取五  

9811009 陳奕帆 備取二 9811011 林致聖 備取四    

         

 

(2)電機工程研究所 

正取：9名 

9812001 江正宏  9812004 劉基樟  9812007 李信誼 

9812002 王炳捷  9812005 邱思閎  9812008 郭錡軒 

9812003 饒瑞琦  9812006 吳彥霆  9812009 簡維廷 

備取：2名 

9812011 楊勝傑 備取一 9812010 李効儒 備取二    

        

        

 

(3)資訊工程研究所 

正取：3名 

9813003 趙大緯  9813004 管昱睿 9813011 黃家齊 

備取：6名 

9813002 邱國勝 備取一 9813006 雷允彰 備取三 9813012 張嘉豪 備取五  

9813009 薛秉羲 備取二 9813013 李信誼 備取四 9813001 李佳洲 備取六 

         

 

(4)機械工程研究所 

正取：9名 

9821001 徐于然  9821009 許時騰 9821016 孔勝民 

9821006 吳鎮宇  9821010 曾楪家 9821017 古皓云 

9821008 陳盟偉  9821013 余青燕 9821019 劉雩潔 

備取：7名 

9821014 林豪文 備取一 9821012 盧忠勇 備取三 9821015 丁友勝 備取五 

9821018 鍾承君 備取二 9821004 徐珮桓 備取四 9821003 鄭永彬 備取六 

9821002 廖經勝 備取七       

 



(5)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研究所 

正取：4名  

9822002 鄭弼至  9822007 吳秀珠 9822009 徐裕惠 

9822005 葉佐禹   

備取：7名 

9822006 王朝弘 備取一 9822004 林少葳 備取三 9822011 陳駿澤 備取五 

9822001 林彥之 備取二 9822008 黃茂實 備取四 9822010 蔡易展 備取六 

9822003 邱繼弘 備取七    

 

(6)國際企業管理研究所 

正取：6名 

9832003 陳芸妤  9832005 張倩斐  9832008 蔡欣恬 

9832004 王松玲  9832006 陳星宇  9832010 楊雅嵐 

備取:4 名 

9832001 楊鈺焄 備取一 9832002 姜佳良 備取三 9832009 謝月珠 備取四 

9832007 廖秀容 備取二       

         

        

 

(7)資訊管理研究所  

正取：5名 

9833002 劉宜庭  9833003 邱泰源 9833005 林秀貞 

9833006 廖玉霜  9833013 莊貿雄  

備取 5名 

9833007 王淑賢 備取一 9833011 張家瑋 備取三 9833009 邱奕鋮 備取五

9833012 彭康宇 備取二 9833004 魏聖峰 備取四   

 

(8)經營管理研究所 

正取：8名 

9834001 陳雁琳  9834009 陳宜華 9834020 周定緯 

9834007 連婉君  9834012 蔡欣恬 9834021 羅右杰 

9834008 高幸滿  9834014 黃茂實  

備取：13 名 

9834019 王琬青 備取一 9834006 蕭清介 備取五 9834013 謝月珠 備取九 

9834005 陳建宇 備取二 9834015 蔣孟樺 備取六 9834003 王麒裕 備取十 

9834017 廖力廷 備取三 9834002 鄭俊詳 備取七 9834010 游婷臻 備取十一 

9834004 黃曉杏 備取四 9834011 羅苡瑋 備取八 9834018 葉宗憲 備取十二 

9834016 蔡秉育 備取十三       

         

 



(9)財務金融研究所 

正取：5名 

9835003 盧德康  9835008 張繼元 9835010 鍾振財 

9835012 陳昭蓉  9835014 方淑芬  

備取：5名 

9835001 陳彥翔 備取一 9835006 林湘琪 備取三 9835005 李志忠 備取五

9835009  張真繼 備取二 9835002 何秉錡 備取四   

 

(10)電腦通訊與系統工程研究所 

正取：3名 

9852001 鄧嘉豪  9852002 黃聖富 9852003 李信誼 

 

(11)中亞研究所  

正取：4名 

9851001 張曉璠  9851003 林位厚 9851005 張加錦 

9851011 蘇若瑤  

備取：3名 

9851004 何占偉 備取一 9851007 林承緯 備取二 9851002 林芸菁 備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