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 109學年度在職專班正、備取名單 

 

地球科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4631003 楊○菁(職) [2] 4631004 潘○如(職) [3] 4631005 石○平(職) 

[4] 4631002 盧○鴻(職) [5] 4631001 陳○文(職) 

 

工學院工程管理在職專班 

正取 

[1] 5001030 蕭○賢(職) [2] 5001099 張○皓(職) [3] 5001009 張○茵(職) 

[4] 5001001 張○舜(職) [5] 5001051 黃○睿(職) [6] 5001022 黃○庭(職) 

[7] 5001028 李○霖(職) [8] 5001101 邱○偉(職) [9] 5001097 林○儀(職) 

[10] 5001055 林○鈺(職) [11] 5001100 鄭○宣(職) [12] 5001024 李○昌

(職) 

[13] 5001083 陳○元(職) [14] 5001086 吳○書(職) [15] 5001057 廖○中

(職) 

[16] 5001018 王○民(職) [17] 5001079 周○威(職) [18] 5001040 陳○君

(職) 

[19] 5001065 林○業(職) [20] 5001081 侯○岑(職) [21] 5001044 吳○勳

(職) 

[22] 5001002 蘇○旻(職) [23] 5001085 林○毅(職) [24] 5001094 洪○棠

(職) 

[25] 5001106 郭○德(職) [26] 5001037 謝○華(職) [27] 5001089 王○文

(職) 

[28] 5001095 陳○昌(職) [29] 5001033 張○籃(職) [30] 5001031 江○豪

(職) 

[31] 5001093 廖○音(職) [32] 5001071 許○宥(職) [33] 5001056 吳○誼

(職) 

[34] 5001017 黃○偉(職) [35] 5001074 吳○緯(職) [36] 5001078 石○德

(職) 

[37] 5001021 吳○璇(職) [38] 5001011 高○芳(職) [39] 5001012 呂○樺

(職) 

[40] 5001041 毛○立(職) [41] 5001042 林○甄(職) 

備取 

[1] 5001034 李○陽(職) [2] 5001049 李○溪(職) [3] 5001043 林○修(職) 

[4] 5001096 郭○妍(職) [5] 5001016 陳○安(職) [6] 5001046 楊○蕙(職) 

[7] 5001082 徐○書(職) [8] 5001015 李○珮(職) [9] 5001045 廖○廷(職) 



[10] 5001073 王○安(職) [11] 5001108 林○婷(職) [12] 5001059 陳○愷

(職) 

[13] 5001023 黃○盛(職) [14] 5001048 林○彬(職) [15] 5001014 陳○煬

(職) 

[16] 5001026 吳○麗(職) 

 

土木工程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5861002 郭○緯(職) [2] 5861001 陳○中(職) [3] 5861032 許○晏(職) 

[4] 5861024 林○澤(職) [5] 5861010 李○儀(職) [6] 5861021 丁○超(職) 

[7] 5861003 黃○傭(職) [8] 5861005 陳○?(職) [9] 5861018 陳○協(職) 

[10] 5861009 陳○煌(職) [11] 5861006 陳○松(職) [12] 5861012 陳○理

(職) 

[13] 5861017 姜○河(職) [14] 5861030 顏○漢(職) [15] 5861014 顏○翔

(職) 

[16] 5861004 林○羽(職) [17] 5861027 江○芸(職) [18] 5861025 陳○州

(職) 

備取 

[1] 5861011 林○基(職) [2] 5861013 楊○榮(職) [3] 5861031 邱○諺(職) 

[4] 5861028 李○蒼(職) [5] 5861020 陳○勳(職) [6] 5861015 黃○章(職) 

[7] 5861008 劉○凡(職) [8] 5861023 林○彥(職) [9] 5861016 陳○男(職) 

[10] 5861022 王○傑(職) [11] 5861029 楊○憲(職)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6031008 劉○伶(職) [2] 6031004 王○龍(職) [3] 6031006 陳○任(職) 

[4] 6031003 王○欽(職) [5] 6031005 田○華(職) [6] 6031002 王○晴(職) 

[7] 6031001 李○遠(職) 

 

工程科學系在職專班 

甲組 

正取 

[1] 6171011 黃○瑋(職) [2] 6171001 孫○慶(職) [3] 6171008 毛○尚(職) 

[4] 6171003 高○峻(職) [5] 6171006 吳○宇(職) [5] 6171009 林○名(職) 

[5] 6171018 陳○侑(職) [8] 6171014 吳○祥(職) [9] 6171016 王○斌(職) 

[10] 6171015 李○穎(職) [10] 6171013 林○凱(職) [12] 6171002 翁○鴻

(職) 



[13] 6171017 謝○勳(職) [14] 6171021 劉○成(職) [15] 6171019 楊○楷

(職) 

[16] 6171020 廖○斌(職) [17] 6171022 林○彬(職) 

備取 

[1] 6171010 陳○凱(職) [2] 6171005 黃○澤(職) [3] 6171012 楊○祥(職) 

[4] 6171004 康○玄(職) 

乙組 

正取 

[1] 6181022 郭○菁(職) [2] 6181037 陳○存(職) [3] 6181029 陸○任(職) 

[3] 6181025 黃○暐(職) [3] 6181031 陳○侑(職) [6] 6181013 張○皓(職) 

[7] 6181030 林○維(職) [7] 6181010 劉○新(職) [9] 6181034 項○鴻(職) 

[9] 6181024 蔡○信(職) [11] 6181003 林○羽(職) [12] 6181019 王○傑

(職) 

[13] 6181015 王○明(職) [14] 6181009 翁○宏(職) [15] 6181008 劉○豪

(職) 

[16] 6181039 林○慶(職) [17] 6181005 陳○煬(職) [18] 6181011 辛○緯

(職) 

備取 

[1] 6181036 池○丞(職) [2] 6181018 林○智(職) [3] 6181035 許○人(職) 

[4] 6181032 邱○瑋(職) [5] 6181021 林○德(職) [6] 6181014 洪○凱(職) 

[7] 6181028 周○瀚(職) [8] 6181012 陳○祥(職) [9] 6181017 吳○勳(職) 

[10] 6181023 李○宇(職) [11] 6181002 洪○艾(職) [12] 6181007 黃○偉

(職) 

丙組 

正取 

[1] 6191009 姚○信(職) [2] 6191021 黃○瑋(職) [3] 6191017 郭○廷(職) 

[4] 6191023 郭○宗(職) [5] 6191007 王○祥(職) [6] 6191018 江○軒(職) 

[7] 6191004 高○峻(職) [8] 6191012 楊○蓉(職) [9] 6191008 賴○詩(職) 

[10] 6191001 林○佑(職) [11] 6191015 陳○倫(職) [12] 6191020 葉○柏

(職) 

[13] 6191010 梁○而(職) [14] 6191033 張○宸(職) 

備取 

[1] 6191003 楊○祥(職) [2] 6191005 陳○偉(職) [3] 6191011 陳○涵(職) 

[4] 6191019 吳○佑(職) [5] 6191002 薛○鴻(職) [6] 6191016 許○豪(職) 

[7] 6191030 陳○瑞(職) [8] 6191038 潘○穎(職)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6551011 張○文(職) [2] 6551030 吳○勝(職) [3] 6551004 呂○樺(職) 

[4] 6551023 王○斌(職) [5] 6551017 石○倫(職) [6] 6551036 莊○軒(職) 

[7] 6551018 余○潔(職) [8] 6551035 吳○光(職) [9] 6551009 陳○青(職) 

[10] 6551006 高○芳(職) [11] 6551014 曾○洋(職) [12] 6551021 朱○甄

(職) 

[13] 6551013 張○倢(職) [14] 6551020 劉○宇(職) 

備取 

[1] 6551010 吳○麗(職) [2] 6551005 陳○安(職) [3] 6551025 雷○軒(職) 

[4] 6551026 林○辰(職) [5] 6551002 蔡○釩(職) [6] 6551001 洪○艾(職) 

[7] 6551019 曾○瑄(職)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與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1] 6931033 謝○昇(職) [2] 6931032 黃○鴻(職) [3] 6931021 施○賢(職) 

[4] 6931006 張○誠(職) [5] 6931035 ?○儀(職) [6] 6931028 吳○倉(職) 

[7] 6931016 吳○?(職) [8] 6931023 張○鈞(職) [9] 6931011 洪○勛(職) 

[10] 6931031 侯○瑜(職) [11] 6931029 陳○嫚(職) [12] 6931005 杜○琦

(職) 

[13] 6931012 曾○銘(職) [14] 6931013 楊○蓉(職) 

備取 

[1] 6931019 吳○慧(職) [2] 6931022 閔○玉(職) [3] 6931036 王○琤(職) 

[4] 6931014 王○祥(職)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甲組 

正取 

[1] 1911003 王○鈞(職) [2] 1911012 盧○萱(職) [3] 1911006 陳○(職) 

[4] 1911007 汪○玉(職) [5] 1911005 黃○璇(職) [6] 1911008 黃○程(職) 

[7] 1911011 李○晏(職) [8] 1911014 李○霖(職) [9] 1911004 曾○儀(職) 

[10] 1911013 蕭○婷(職) [11] 1911009 王○譯(職) [12] 1911010 何○玲

(職) 

[13] 1911001 陳○婷(職) [14] 1911015 王○文(職) 

乙組 

正取 

[1] 1921001 王○鈞(職) [2] 1921008 黃○琪(職) [3] 1921005 王○儀(職) 

[4] 1921004 林○甄(職) [5] 1921011 張○壬(職) [6] 1921003 徐○齡(職) 

[7] 1921009 黃○嘉(職) [8] 1921010 嚴○珍(職) [9] 1921002 吳○生(職) 

 



財務金融研究所在職專班 

甲組 

正取 

[1] 7411089 方○如(職) [2] 7411004 回○珩(職) [3] 7411072 杜○瑋(職) 

[4] 7411079 王○承(職) [5] 7411080 葉○騰(職) [6] 7411009 尤○偉(職) 

[7] 7411035 張○君(職) [8] 7411053 黃○真(職) [9] 7411023 田○農(職) 

[10] 7411078 陳○甫(職) [11] 7411003 盧○穎(職) [12] 7411012 蘇○皓

(職) 

[13] 7411065 辜○翔(職) [14] 7411075 謝○喻(職) [15] 7411034 黃○婷

(職) 

[16] 7411024 葉○柔(職) [17] 7411043 黃○瑜(職) [18] 7411069 楊○儒

(職) 

[19] 7411058 方○靜(職) [20] 7411018 陳○羽(職) [21] 7411061 陳○政

(職) 

[22] 7411032 蔡○泉(職) [23] 7411019 郭○伶(職) [24] 7411051 楊○治

(職) 

[25] 7411062 陳○勳(職) [26] 7411048 杜○琪(職) [27] 7411074 鄭○蕙

(職) 

[28] 7411014 吳○憲(職) [29] 7411059 蘇○婷(職) 

備取 

[1] 7411037 劉○巧(職) [2] 7411066 黃○琦(職) [3] 7411027 張○凌(職) 

[4] 7411073 蘇○雯(職) [5] 7411005 黃○榕(職) [6] 7411063 黃○郡(職) 

[7] 7411052 陳○仁(職) [8] 7411071 陳○岑(職) [9] 7411007 蔡○明(職) 

[10] 7411022 劉○弦(職) [10] 7411046 羅○文(職) [12] 7411042 林○砡

(職) 

乙組 

正取 

[1] 7421023 陳○仁(職) [2] 7421013 林○嵐(職) [3] 7421021 劉○鵬(職) 

[4] 7421004 許○如(職) [5] 7421001 翁○玲(職) [6] 7421005 郭○鴻(職) 

[7] 7421035 莊○玲(職) [8] 7421038 許○雯(職) [9] 7421017 蔡○珺(職) 

[10] 7421031 鄭○婷(職) [10] 7421003 周○政(職) [12] 7421020 呂○庭

(職) 

[13] 7421033 賴○蓉(職) [14] 7421039 林○禎(職) [15] 7421016 梁○瑄

(職) 

[16] 7421007 陳○夙(職) [17] 7421025 黃○偉(職) [18] 7421036 黃○旋

(職) 

[19] 7421037 吳○紅(職) [20] 7421018 鄭○熙(職) [21] 7421026 黃○宜

(職) 



備取 

[1] 7421012 洪○婷(職) [2] 7421027 梁○綺(職) [3] 7421008 施○信(職) 

[4] 7421024 李○翔(職) [5] 7421040 林○貞(職) [6] 7421022 許○庭(職) 

[7] 7421019 林○嘉(職) [8] 7421002 盧○銓(職) [9] 7421010 黃○禎(職) 

[10] 7421009 王○雅(職)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7641001 鄭○蓁(職) [2] 7641054 蔡○真(職) [3] 7641084 徐○琳(職) 

[4] 7641007 吳○璇(職) [5] 7641002 高○維(職) [6] 7641077 陳○蒨(職) 

[7] 7641066 陳○文(職) [8] 7641036 許○銘(職) [9] 7641076 陳○嫚(職) 

[10] 7641094 莊○萱(職) [11] 7641086 范○偉(職) [12] 7641037 吳○穎

(職) 

[13] 7641043 林○緯(職) [14] 7641074 黃○君(職) [15] 7641060 莊○閔

(職) 

[16] 7641018 周○彥(職) [17] 7641009 黃○婷(職) [18] 7641065 葉○吟

(職) 

[19] 7641012 林○瑛(職) [20] 7641056 王○立(職) [21] 7641047 楊○蕙

(職) 

[22] 7641026 王○婷(職) [23] 7641082 顏○穎(職) [24] 7641044 周○伶

(職) 

[25] 7641048 賴○文(職) [26] 7641071 吳○倉(職) [27] 7641024 林○凱

(職) 

[28] 7641015 歐○丞(職) [29] 7641067 蔡○凡(職) [30] 7641080 吳○暄

(職) 

[31] 7641049 翁○桓(職) [32] 7641014 高○峻(職) [33] 7641020 梁○釩

(職) 

[34] 7641029 黃○哲(職) [35] 7641075 陳○霏(職) [36] 7641031 許○文

(職) 

[37] 7641092 林○南(職) [38] 7641034 謝○晏(職) [39] 7641055 王○茹

(職) 

[40] 7641023 鄭○南(職) [41] 7641022 陳○豪(職) [42] 7641093 彭○瑜

(職) 

備取 

[1] 7641053 黃○淳(職) [2] 7641046 廖○廷(職) [3] 7641013 張○弘(職) 

[4] 7641028 吳○筠(職) [5] 7641010 邱○岳(職) [6] 7641068 劉○騏(職) 

[7] 7641027 謝○倫(職) [8] 7641045 李○瑩(職) [9] 7641017 吳○祐(職) 



[10] 7641059 林○儒(職) [11] 7641021 鄭○宏(職) [12] 7641090 韓○卉

(職) 

[13] 7641033 李○忠(職) 

 

交通管理科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8051025 吳○筑(職) [2] 8051016 王○婷(職) [3] 8051005 陳○齊(職) 

[4] 8051014 徐○成(職) [5] 8051015 施○有(職) [6] 8051008 施○宗(職) 

[7] 8051030 洪○宇(職) [8] 8051003 孫○慶(職) [8] 8051031 彭○萍(職) 

[10] 8051021 姜○旻(職) [11] 8051004 黃○嘉(職) [12] 8051034 周○凱

(職) 

[13] 8051013 王○玄(職) [14] 8051024 陳○青(職) [15] 8051007 紀○達

(職) 

[16] 8051035 蔡○謙(職) [17] 8051017 李○澤(職) [18] 8051011 鄭○聰

(職) 

[19] 8051019 邱○君(職) [20] 8051026 陳○珊(職) [21] 8051029 王○珍

(職) 

[22] 8051006 胡○萱(職) [23] 8051027 吳○軒(職) [24] 8051018 張○銓

(職) 

[25] 8051032 李○融(職) 

備取 

[1] 8051001 賴○君(職) [2] 8051012 王○婷(職) [3] 8051028 涂○芳(職) 

[4] 8051020 李○軒(職) [5] 8051037 陳○德(職) [6] 8051036 嚴○珍(職) 

[7] 8051023 林○?(職)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管理在職專班 

正取 

[1] 2541002 周○芸(職) [2] 2541021 阮○華(職) [3] 2541004 林○翰(職) 

[4] 2541011 黎○蘭(職) [5] 2541023 蘇○坤(職) [6] 2541020 邱○哲(職) 

[7] 2541016 王○敏(職) [8] 2541013 翁○梅(職) [9] 2541008 蔡○諭(職) 

[10] 2541009 盧○芬(職) [11] 2541005 謝○俐(職) [12] 2541015 楊○婷

(職) 

[13] 2541006 彭○婷(職) [14] 2541017 陳○穎(職) [15] 2541007 李○熙

(職) 

[16] 2541001 周○賢(職) [17] 2541022 薛○瑜(職) [18] 2541003 嚴○碩

(職) 

[19] 2541018 陳○姍(職) [20] 2541019 蕭○瑋(職) 

 



臨床醫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正取 

[1] 3411003 洪○書(職) [2] 3411004 曾○玲(職) [3] 3411002 蔡○軒(職) 

[4] 3411001 盧○穎(職) 

  

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1] 1001013 林○志(職) [2] 1001002 吳○農(職) [3] 1001026 周○麟(職) 

[4] 1001022 林○萱(職) [5] 1001017 蔡○育(職) [6] 1001023 張○婷(職) 

[7] 1001014 陳○帆(職) [8] 1001011 楊○慈(職) [9] 1001020 吳○慶(職) 

[10] 1001007 林○如(職) [11] 1001016 蔡○政(職) [12] 1001012 郭○珊

(職) 

[13] 1001001 王○涵(職) 

備取 

[1] 1001009 李○蓮(職) [2] 1001015 張○珍(職) [3] 1001010 李○熙(職) 

[4] 1001003 劉○婷(職) 

 

政治學系政治經濟學碩士班在職專班 

正取 

[1] 9721007 何○靚(職) [2] 9721011 吳○霓(職) [3] 9721006 梁○而(職) 

[4] 9721018 姚○玉(職) [5] 9721002 羅○昌(職) [6] 9721014 顏○婷(職) 

[7] 9721001 李○榮(職) [8] 9721015 陳○頻(職) [9] 9721023 李○軒(職) 

[10] 9721017 郭○建(職) [11] 9721004 連○棋(職) [12] 9721022 姚○駿

(職) 

[13] 9721013 陳○靜(職) [14] 9721012 黃○瑜(職) [15] 9721020 戴○婷

(職) 

[16] 9721016 潘○治(職) [17] 9721021 王○憲(職) [18] 9721008 廖○均

(職) 

備取 

[1] 9721019 高○偉(職) [2] 9721003 薛○隆(職) [3] 9721010 莊○沁(職) 

[4] 9721005 劉○揚(職) [5] 9721009 黃○凱(職) 

 

法律學系在職專班 

正取 

[1] 9951008 陳○捷(職) [2] 9951001 許○政(職) [3] 9951003 陳○苗(職) 

[4] 9951012 梁○瑜(職) [5] 9951009 嚴○德(職) [6] 9951011 邱○瀚(職) 

[7] 9951004 陳○儀(職) [8] 9951013 李○樺(職) [8] 9951006 謝○璋(職) 



[10] 9951005 曾○光(職) [11] 9951014 林○家(職) [12] 9951007 鄭○喬

(職) 

[13] 9951002 卓○宏(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