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榜單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120 黃○齡 

在職生 

正取 

200805079 林○岳 

200805102 張○凱 

200805103 楊○岳 

200805107 廖○筠 

200805108 邱○芸 

200805109 王○軒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60 沈○清 

200805061 蔡○芳 

200805062 黃○霞 

200805195 關○宜 

200805196 陳○蕎 

200906003 陳○昇 

200906006 黃○蓉 

備取 

200805138 洪○輗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35 林○順 

200805071 蘇○雄 

200805090 薛○廷 

200805110 蘇○軒 

200805111 蘇○軒 

200805130 趙○英 

200805192 林○丞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57 李○玲 

200805058 翁○雪 

200805065 王○琪 

200805093 吳○元 

200805106 蘇○文 

200805136 施○文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77 江○翔 

200805094 戴○榮 

200805185 翁○汶 

200906012 洪○文 

200906076 劉○毅 

備取 

200805048 盧○霖 

 

生死學系碩士班 

生死學組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50 簡○惠 

200805081 廖○宇 

200805127 官○琴 

200805134 林○蒨 

200906004 林○逵 

200906048 吳○玟 

 

生死學系碩士班 

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29 林○岳 



200805041 蕭○恩 

200805088 王○吉 

200805089 林○芸 

200906016 廖○帆 

200906060 周○文 

200906061 楊○亦 

備取 

200805030 劉○齊 備取 1 

200805027 吳○哲 備取 2 

200805174 吳○悌 備取 3 

200805024 侯○珊 備取 4 

200805133 江○龍 備取 5 

200906069 秦○安 備取 6 

200805199 黃○菁 備取 7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34 林○慈 

200805184 范○政 

200906043 陳○絲 

200906047 杜○靜 

200906089 黃○敏 

200906103 郭○盈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204 邱○馨 

200906052 呂○瑜 

200906058 陳○玉 

200906066 李○晏 

200906081 吳○禎 

 

宗教學研究所 

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正取 



200805105 嚴○容 

200805177 張○強 

200805201 葉○敏 

200906065 邱○琳 

 

宗教學研究所 

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52 廖○華 

200805067 陳○音 

200805202 陳○慧 

200906074 劉○宏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906023 陳○筑 

200906101 楊○如 

在職生 

200805112 李○瑩 

200805114 陳○錡 

200805118 巫○欣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68 黃○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33 許○覲 

200805135 曹○信 

200906013 范○慈 

200906099 鄭○心 

200906108 謝○豪 

200906109 蘇○珊 



200906111 吳○真 

200906125 林○歌 

備取 

200906107 陳○儒 備取 1 

200906105 洪○馨 備取 2 

200906110 江○萱 備取 3 

200906106 洪○翔 備取 4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66 陳○良 

200805095 李○達 

200805115 洪○婷 

200906011 簡○瑞 

200906063 簡○庭 

200906068 郭○豐 

200906102 陳○君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157 楊○ 

200805160 賴○羽 

200805163 彭○瑋 

200805166 林○中 

200805169 蘇○茹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142 吳○忠 

200805145 張○凡 

200805148 魏○清 

200805151 彭○雯 

200805154 陳○心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906009 許○翔 

200906049 郭○廷 

200906071 謝○翰 

200906075 郭○瀅 

200906131 張○芷 

200906137 毛○蓉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78 蘇○惇 

200805137 林○永 

200805175 范○珆 

200805203 蘇○斯 

200906020 劉○良 

200906057 林○竹 

200906077 郭○如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正取 

200906079 王○甄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80 楊○蓓 

在職生 

正取 

200805053 劉○晃 

200805183 王○霖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906015 葉○均 

200906019 洪○惠 

200906025 黃○揚 

200906042 李○芳 

200906059 孫○豪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55 曾○莉 

200805070 廖○雯 

200805101 薛○欽 

200805179 王○麗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92 余○誠 

200805119 王○湘 

200805131 林○璇 

200906001 張○檍 

200906038 羅○琳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200805097 易○朋 

200805180 陳○勳 

200805182 王○程 

200906021 陳○嘉 

200906024 陳○嘉 

備取 

200906026 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