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有面試系所組】正、備取生名單 

 

台灣文學系在職專班 

一般在職組 

在職生 

正取 

[1] 4111003 傅○君 [2] 4111001 柯○均 

教師在職組 

在職生 

正取 

[1] 4121004 朱○鈞 [2] 4121002 林○妤 

備取 

[1] 4121003 曾○瑤 [2] 4121001 陳○君 

 

電機工程學系在職專班 

在職生 

正取 

[1] 5271005 羅○成 [2] 5271013 楊○儒 [3] 5271024 盧○威 

[4] 5271016 蔡○至 [5] 5271012 林○傑 [6] 5271029 陳○瑆 

[7] 5271019 尹○憲 [8] 5271010 鄭○文 [9] 5271014 吳○洲 

[10] 5271006 郭○榤 [11] 5271027 陳○彰 [12] 5271017 吳○宗 

[13] 5271011 柳○輝 [14] 5271002 翁○鴻 [15] 5271018 謝○廷 

[16] 5271001 張○謙 [17] 5271008 許○達 [18] 5271030 蔡○浩 

[19] 5271022 陳○曦 [20] 5271026 陳○樺 [21] 5271003 陳○偉 

[22] 5271020 黃○偉 

備取 

[1] 5271025 王○凱 [2] 5271009 黃○偉 

 

建築學系在職專班 

在職生 

正取 

[1] 5981014 陳○辰 [2] 5981005 謝○鴻 [3] 5981011 黃○畇 

[4] 5981002 王○杰 [5] 5981015 李○杰 [6] 5981001 蔣○儒 

[7] 5981007 池○坤 [8] 5981012 吳○展 [9] 5981009 鍾○衫 

[10] 5981004 李○宗 [11] 5981010 陳○淵 [12] 5981013 蘇○章 

[13] 5981003 林○清 

備取 

[1] 5981006 翁○佑 



 

工業設計學系在職專班 

在職生 

正取 

[1] 6431006 盧○誼 [2] 6431004 蔡○如 [3] 6431001 吳○晉 

[4] 6431007 傅○志 [5] 6431003 王○傑 [6] 6431002 蔡○儒 

 

企業管理學系在職專班(MBA) 

在職生 

正取 

[1] 7851080 尤○涵 [2] 7851008 盧○宇 [3] 7851064 林○蓉 

[4] 7851031 張○含 [5] 7851049 劉○真 [6] 7851025 林○筠 

[7] 7851029 許○瑜 [8] 7853002 蔡○儀 [9] 7851072 黃○凱 

[10] 7851022 李○謙 [11] 7851002 彭○婷 [12] 7851061 蔡○芬 

[13] 7851056 呂○遠 [14] 7851059 鄭○鴻 [15] 7851039 余○宜 

[16] 7851065 譚○文 [17] 7851026 劉○吟 [18] 7851019 陳○丞 

[19] 7851013 高○庭 [20] 7851062 蔡○恬 [21] 7851021 許○諆 

[22] 7851060 楊○萍 [23] 7851046 陳○帆 [24] 7851003 楊○純 

[25] 7851078 陳○年 [26] 7851020 陳○珊 [27] 7851040 林○喬 

[28] 7851047 楊○盈 [29] 7851054 陳○妤 [30] 7851023 湯○雅 

[31] 7851093 宋○正 [32] 7851016 林○玟 [33] 7853001 高○廷 

[34] 7851088 徐○淳 [35] 7851004 李○祚 [36] 7851009 江○邦 

[37] 7851084 劉○伶 [38] 7851037 石○銓 

備取 

[1] 7851044 李○慧 [2] 7851011 顏○雅 [3] 7851010 李○毅 

[4] 7851083 郭○潔 [5] 7851055 王○琁 [6] 7851070 康○信 

[7] 7851063 郭○雪 [8] 7851018 陳○晴 [9] 7851032 翁○綺 

[10] 7851057 黃○世 [11] 7851027 顏○君 [12] 7851067 蘇○威 

[13] 7851005 王○霖 [14] 7851007 鄧○均 [15] 7851030 黃○堯 

[16] 7851017 陳○伶 [17] 7851024 陳○蓉 [18] 7851090 張○凱 

[19] 7851075 李○翰 [20] 7851033 包○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