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100006 張時造 (2) 31100001 陳立昇 

(3) 31100003 陳昱宏 (4) 31100007 謝 茵 

(5) 31100005 楊峻瑋 (6) 31100008 涂曉君 

備取 

(1) 31100009 余孟涵 (2) 31100004 王佳臻 

 

 

歷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200008 洪浩倫 (2) 31200003 楊采穎 

(3) 31200004 賴宥廷 (4) 31200007 黃玳庭 

(5) 31200001 單逸軒 

備取 

(1) 31200005 陳宥霖 (2) 31200002 張倪菁 

(3) 31200006 湯惠微 

 

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300001 劉晉呈 (2) 31300004 劉慧懿 

(3) 31300002 吳梓峰 

 

政治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400001 楊日昇 (2) 31400005 陳欣承 

(3) 31400004 張慈偵 (4) 31400003 蘇位杰 

(5) 31400008 洪習樵 

 

社會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500004 沈懿婷 (2) 31500002 李沂潔 

備取 

(1) 31500003 羅慧珠 (2) 31500001 仇耀德 

(3) 31500005 潘遠容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1600010 鄒恩雨 (2) 31600005 林雅鈴 

(3) 31600007 戴秀津 (4) 31600009 陳怡潔 

(5) 31600008 林宜璟 (6) 31600003 羅婷宣 

 

音樂學系碩士班 

B演奏：鋼琴組 

一般生 

正取 

(1) 31720029 周書宇 (2) 31720020 劉雅馨 

(3) 31720032 李欣倫 (4) 31720016 陳 瑮 

(5) 31720030 葉敏翰 

備取 

(1) 31720012 祝晨瑄 (2) 31720024 官芝玲 

(3) 31720034 張舒婷 (4) 31720038 陳詠渝 

(5) 31720022 黃馨儀 (6) 31720005 劉子瑜 

 

音樂學系碩士班 

B演奏：管弦樂指揮組 

一般生 

正取 

(1) 31720033 廖炎奎 

 

音樂學系碩士班 

B演奏：聲樂組 

正取 

(1) 31720015 江宜庭 (2) 31720006 劉書亞 

(3) 31720009 蕭麗芬 

備取 

(1) 31720037 楊虹曄 

 



音樂學系碩士班 

B演奏：管樂組 () 

一般生 

(1) 31720027 李 昕 (2) 31720017 顏宇豐 

(3) 31720011 丁孟冬 (4) 31720004 廖宜庭 

備取 

(1) 31720026 蔡宇婷 (2) 31720019 紀姵君 

 

音樂學系碩士班 

B演奏：弦樂組 

一般生 

正取 

(1) 31720003 游語宸 (2) 31720035 趙玟棣 

(3) 31720001 吳秉榮 (4) 31720021 李羿臻 

備取 

(1) 31720018 陳韻羽 (2) 31720044 江育誠 

(3) 31720040 郭慈蓮 (4) 31720036 蔡佩妏 

(5) 31720014 李華山 (6) 31720028 張惟淳 

(7) 31720002 林泰安 (8) 31720039 謝佑昀 

(9) 31720031 謝孟蓉 (10) 31720025 楊愷威 

 

音樂學系碩士班 

C：音樂學組 

一般生 

正取 

(1) 31730002 袁祥齡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正取 

(1) 31800004 胡廷佑 (2) 31800001 蔡馨慧 

(3) 31800003 齊嘉恩 

 

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2100008 韋清元 (2) 32100003 張凱閔 

(3) 32100002 林柏宏 (4) 32100012 高佩均 



備取 

(1) 32100010 林玲 (2) 32100001 何思穎 

(3) 32100005 王聖筠 (4) 32100006 詹偉柔 

(5) 32100011 林家羽 (6) 32100014 林園珊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2200010 連顗翔 (2) 32200009 林晏瑋 

(3) 32200002 林美德 (4) 32200006 陳瑋彤 

(5) 32200003 簡家玲 

備取 

(1) 32200004 呂冠儀 (2) 32200007 黃元舒 

(3) 32200001 陳季湄 

 

德國文化學系碩士班 

A：德語教學組 

一般生 

正取 

(1) 32310002 方思評 (2) 32310003 王家津 

(3) 32310004 黃嘉琳 (4) 32310001 陳思妤 

 

德國文化學系碩士班 

B：德文翻譯組 

一般生 

正取 

(1) 32320002 魏佐君 

 

數學系碩士班 

A：數學組 

一般生 

正取 

(1) 33110001 滕兆麟 (2) 33110002 藍弘森 

 

數學系碩士班 

B：決策科學與海量資料分析組 

一般生 

正取 



(1) 33120003 江紘逸 (2) 33120004 曾子堯 

(3) 33120007 林家瑋 (4) 33120002 鍾育璇 

(5) 33120005 劉義懷 (6) 33120006 葉展肇 

備取 

(1) 33120009 林瑞琳 

 

微生物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3400003 謝雨彤 (2) 33400005 陳柏豪 

(3) 33400004 謝 葶 (4) 33400001 廖冠宇 

 

心理學系碩士班 

A：工商組 

一般生 

正取 

(1) 33510004 林依柔 (2) 33510005 方聖叡 

(3) 33510006 簡郡逸 

備取 

(1) 33510007 沈家睿 (2) 33510003 葉向容 

(3) 33510001 高子婷 

 

法律學系碩士班 

A：公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10031 許浚汎 (2) 34110099 楊肅宇 

(3) 34110017 莊尚銘 (4) 34110034 郭永賦 

(5) 34110022 李承哲 (6) 34110093 廖富田 

(7) 34110004 許文豪 (8) 34110098 莊華瑋 

(9) 34110002 李元琪 (10) 34110009 許博閎 

(11) 34110057 葉和銘 (12) 34110059 莊晉溢 

備取 

(1) 34110036 林巧芬 (2) 34110016 周信愷 

(3) 34110054 王相為 (4) 34110040 徐 旻 

(5) 34110042 張尚宸 (6) 34110029 梁啟仁 

(7) 34110060 張德威 (8) 34110032 林哲宇 

(9) 34110030 陳達泓 (10) 34110026 林宣廷 



(11) 34110067 蕭竣元 (12) 34110101 李欣儒 

(13) 34110083 楊啟弘 (14) 34110071 劉懿萱 

(15) 34110061 陳韋璇 (16) 34110007 高鼎翔 

(17) 34110107 梁茵茵 (18) 34110027 王昱棋 

(19) 34110077 吳秉諭 (20) 34110014 黃閎肆 

(21) 34110055 謝宜靜 (22) 34110003 盛柏嘉 

(23) 34110023 李恒 

 

法律學系碩士班 

B：刑事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20024 林憲二 (2) 34120090 蔡承謙 

(3) 34120060 陳咸蓁 (4) 34120058 楊喬茵 

(5) 34120166 邱宥鈞 (6) 34120154 黃科榕 

(7) 34120064 張耀文 (8) 34120078 施伯儒 

(9) 34120143 胡竣瑋 (10) 34120179 張叡文 

(11) 34120050 林 明 (12) 34120094 蕭伯億 

(13) 34120032 劉家杭 

備取 

(1) 34120127 王思諳 (2) 34120006 洪紹倫 

(3) 34120043 楊俊威 (4) 34120065 謝欣吟 

(5) 34120013 林廷芳 (6) 34120150 謝明叡 

(7) 34120128 陳之琳 (8) 34120044 蔡鎮璟 

(9) 34120175 倪崧皓 (10) 34120052 趙執中 

(11) 34120042 張皓鈞 (12) 34120146 梁家祥 

(13) 34120098 張仲岳 (14) 34120046 陳柏宏 

(15) 34120040 謝卓欣 (16) 34120089 魏子倫 

 

法律學系碩士班 

C：民事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30041 彭俊凱 (2) 34130116 吳柏儒 

(3) 34130055 蘇子陽 (4) 34130062 曾奕嘉 

(5) 34130114 陳致廷 (6) 34130035 王丁立 

(7) 34130065 張漢陞 (8) 34130043 黃湘媛 

(9) 34130126 楊 喻 



備取 

(1) 34130106 劉宣賦 (2) 34130026 徐國硯 

(3) 34130017 陳昱伶 (4) 34130010 郭守鉦 

(5) 34130139 孫靖甯 (6) 34130098 劉珮汶 

(7) 34130075 張學棋 (8) 34130162 石涵彥 

(9) 34130049 周翔謙 (10) 34130083 曾秉浩 

(11) 34130108 陳柏翰 (12) 34130094 洪海峰 

(13) 34130071 李英甄 (14) 34130125 陳怡君 

(15) 34130117 吳權倫 (16) 34130147 侯品瑄 

(17) 34130138 謝旻瑾 (18) 34130076 陳 渝 

(19) 34130020 凌浚兼 (20) 34130023 李欣庭 

(21) 34130005 傅琪驊 

 

法律學系碩士班 

D：國際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50004 何鎮宇 (2) 34150001 邱紹群 

(3) 34150002 陳子堯 (4) 34150008 徐梵瑄 

(5) 34150011 張詰元 (6) 34150013 吳星緹 

備取 

(1) 34150014 陳映捷 (2) 34150012 陳柏宇 

(3) 34150006 李政璇 (4) 34150003 賴威翰 

(5) 34150009 鄭家栴 

 

法律學系碩士班 

E：財經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60005 洪振騰 (2) 34160117 張弘軒 

(3) 34160050 廖宇晨 (4) 34160102 黃祥軒 

(5) 34160010 賴彥誠 (6) 34160047 李宗翰 

(7) 34160097 雷鈞凱 (8) 34160009 林惟馨 

(9) 34160121 陳韋綸 (10) 34160081 林子文 

(11) 34160045 黃建智 (12) 34160034 李育任 

(13) 34160143 楊富先 

備取 

(1) 34160087 林暐家 (2) 34160073 蔡承佑 



(3) 34160063 楊承軒 (4) 34160033 趙柏源 

(5) 34160003 高梓鈞 (6) 34160074 吳典熹 

(7) 34160129 林韋辰 (8) 34160030 張晏睿 

(9) 34160078 陳柔安 (10) 34160110 龔柏龍 

(11) 34160020 劉大川 (12) 34160116 張 壘 

(13) 34160060 潘稼鴻 (14) 34160061 張書芳 

(15) 34160064 蕭榆霈 (16) 34160096 黃紹杰 

(17) 34160016 吳晟瑋 (18) 34160130 范秉農 

(19) 34160076 吳振睿 (20) 34160037 陳柔蓉 

(21) 34160029 顏子晴 (22) 34160039 羅聖鈞 

 

法律學系碩士班 

F：財稅法組 

一般生 

正取 

(1) 34180004 洪崇育 (2) 34180006 莊宗諭 

(3) 34180005 黃至誠 (4) 34180008 林原德 

(5) 34180002 陳胤佑 (6) 34180010 鄭啟玄 

備取 

(1) 34180009 林盈汝 (2) 34180003 曾鈺涵 

 

經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5100013 簡妤真 (2) 35100004 周大源 

(2) 35100009 高敬媛 (4) 35100012 張耀仁 

(5) 35100019 陳威霖 (6) 35100014 蔡孟佑 

(7) 35100016 江守斌 (8) 35100003 沈伯軒 

備取 

(1) 35100020 葉 赫 (2) 35100008 陳博勁 

(3) 35100002 陳博睿 (4) 35100018 李冠瑩 

(5) 35100015 王譽儒 (6) 35100001 許友容 

(7) 35100028 王子元 (8) 35100023 劉玉萍 

(9) 35100005 李佳樺 

 

會計學系碩士班 

A：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210003 呂柏諺 (2) 35210008 謝辛亞 

(3) 35210015 黃馨緯 (4) 35210089 許哲豪 

(5) 35210125 廖宜臻 (6) 35210141 林家弘 

(7) 35210181 李家維 (8) 35210070 李幸容 

(9) 35210185 林于媺 (10) 35210022 江杰倫 

(11) 35210115 徐郡妤 (12) 35210040 馬筱媛 

(13) 35210149 侯文傑 (14) 35210162 石濬瑛 

(15) 35210127 謝旻哲 (16) 35210035 陳元浩 

(17) 35210100 施懿成 (18) 35210194 徐德丞 

(19) 35210084 李柏霖 (20) 35210148 張皓惟 

(21) 35210037 廖韋涵 (22) 35210174 游崴傑 

(23) 35210163 吳俊杰 (24) 35210028 廖家琦 

(25) 35210050 粘博凱 

備取 

(1) 35210175 李 毅 (2) 35210061 林廷祐 

(3) 35210120 李如雯 (4) 35210114 林序宸 

(5) 35210117 陳信佑 (6) 35210075 莊雅雯 

(7) 35210090 林冠妤 (8) 35210145 馮少辰 

(9) 35210108 吳婕如 (10) 35210105 劉正捷 

(11) 35210106 林杰民 (12) 35210076 吳宜錚 

(13) 35210077 柯亦鴻 (14) 35210081 張立翰 

(15) 35210151 沈岱柔 (16) 35210036 簡維萱 

(17) 35210053 林佳儀 (18) 35210039 郭珮君 

(19) 35210193 謝秉修 (20) 35210055 戴培芸 

(21) 35210130 陳彥瑜 (22) 35210168 張芷瑄 

(23) 35210183 王政浤 (24) 35210016 李 芃 

(25) 35210142 劉東軒 (26) 35210041 朱延修 

(27) 35210004 洪于涵 (28) 35210056 王少  

(29) 35210198 吳君陽 (30) 35210013 張崇綸 

(31) 35210079 李怡萱 (32) 35210086 黃鈺雯 

(33) 35210058 陳彥霖 (34) 35210007 徐苙維 

(35) 35210137 盧玟孜 (36) 35210009 余芷葳 

(37) 35210187 楊示婕 (38) 35210204 江俐蓉 

(39) 35210029 吳承桓 (40) 35210038 李芊樂 

(41) 35210001 葉哲豪 (42) 35210025 黃清能 

(43) 35210017 李雅鈞 (44) 35210195 王仲達 

(45) 35210116 張庭豪 (46) 35210064 陳建宇 



(47) 35210146 謝宜真 (48) 35210021 林余珊 

(49) 35210066 陳家鈞 (50) 35210088 傅彥凱 

(51) 35210128 王詠儀 (52) 35210092 林宇哲 

(53) 35210172 曾昱程 (54) 35210074 林詩玹 

(55) 35210189 林哲丞 (56) 35210113 湯承峻 

(57) 35210042 林俐文 (58) 35210150 古娟綺 

(59) 35210052 張夢芸 (60) 35210107 林彥  

(61) 35210014 廖珮妤 (62) 35210071 楊子儀 

(63) 35210161 李若瑜 (64) 35210143 吳佳頤 

(65) 35210104 高偉庭 (66) 35210101 沈芳竹 

(67) 35210139 黃南瑜 

 

會計學系碩士班 

B：智能審計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220015 楊欣樺 (2) 35220001 邱品駪 

(3) 35220022 薛宇軒 (4) 35220031 黃崑瑋 

(5) 35220007 丁紹倫 (6) 35220020 倪瑛鴻 

(7) 35220024 賴芳瑜 (8) 35220025 杜培郁 

(9) 35220008 洪子婷 (10) 35220006 吳瑞哲 

(11) 35220040 王紫潔 (12) 35220017 洪季芃 

備取 

(1) 35220005 張晏華 (2) 35220014 王宣頻 

(3) 35220038 林杰逸 (4) 35220033 黎謹睿 

(5) 35220023 游筱萱 (6) 35220011 林孟萱 

(7) 35220004 林慈軒 (8) 35220030 李明彰 

(9) 35220043 黃柏儒 (10) 35220002 陳韻如 

(11) 35220035 張宏玲 (12) 35220034 張家瑋 

(13) 35220016 黃采綺 (14) 35220027 蕭又誠 

(15) 35220013 周宜臻 (16) 35220021 吳冠儀 

(17) 35220026 吳立新 (18) 35220010 謝宥崢 

(19) 35220041 林育瑩 (20) 35220032 高凱俐 

(21) 35220039 陳政穎 (22) 35220042 李思霈 

(23) 35220028 顏嘉卉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A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310024 謝少瑜  (2) 35310021 何宇綸 

(3) 35310006 江佩臻  (4) 35310011 張哲瑋 

(5) 35310007 黃騰鋒  (6) 35310008 蔡沁榆 

(7) 35310013 黃麒安  (8) 35310029 紀承翰 

(9) 35310020 羅 為  (10) 35310002 黃暐宸 

(11) 35310018 程 浩 (12) 35310027 李采玲 

(13) 35310028 吳耀中 (14) 35310005 黃子航 

(15) 35310015 邱筱媛 

備取 

(1) 35310004 毛介文 (2) 35310017 楊立豪 

(3) 35310012 蘇湘玲 (4) 35310023 周曉政 

(5) 35310022 楊學義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E：國際商管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350003 巫宛真 (2) 35350005 阮淳雋 

(3) 35350008 黃歆羽 (4) 35350004 陳思妤 

備取 

(1) 35350007 廖彥霖 (2) 35350001 吳 懿 

(3) 35350009 蘇雪嬈 (4) 35350006 陳建宏 

(5) 35350002 羅郁菁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A：國際貿易與金融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410021 陳昺翰 (2) 35410006 李宗燁 

(2) 35410007 黃昱嘉 (4) 35410015 諶建安 

(5) 35410047 林君翰 (6) 35410017 侯博揚 

(7) 35410012 李蒨宜 

備取 

(1) 35410026 羅凡筑 (2) 35410041 游家綺 

(3) 35410020 陳學禹 (4) 35410001 陳思樺 

(5) 35410038 鄭淞祐 (6) 35410009 鄧念恩 



(7) 35410023 童郁婷  (8) 35410031 毛楚瑜 

(9) 35410016 許益豐  (10) 35410034 劉又瑄 

(11) 35410036 李佩玲 (12) 35410018 程子謙 

(13) 35410004 陳亮瑋 (14) 35410039 黃歆羽 

(15) 35410033 劉芸廷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B：國際企業與行銷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420004 康文品 (2) 35420009 黃翎絜 

(3) 35420010 羅 為 (4) 35420011 張清惠 

(5) 35420001 張鳳軒 (5) 35420002 紀昆達 

備取 

(1) 35420012 徐珮淳 (2) 35420003 羅郁菁 

(3) 35420008 孫善堂 (4) 35420006 林志儒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碩士班 

A：財務工程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510001 汪巧雯 (2) 35510005 陳宛萱 

(3) 35510004 蔡海蓮 (4) 35510006 張恩瑀 

備取 

(1) 35510003 高倩雯 (2) 35510002 林冠潁 

(3) 35510007 洪偉倫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碩士班 

B：保險精算組 

一般生 

正取 

(1) 35520013 鍾沛倫 (2) 35520006 洪斌豪 

(3) 35520010 魏 鈞 (4) 35520020 陳悠祈 

(5) 35520018 陳世杰 

備取 

(1) 35520003 賴景隆 (2) 35520016 林庭慧 

(3) 35520002 廖立鏞 (4) 35520012 鍾智宇 

(5) 35520005 蔡思瑀 (6) 35520001 王偉民 



(7) 35520015 鐘淨柏 (8) 35520004 程湘涵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正取 

(1) 35600014 許之吟 (2) 35600009 尹冠勳 

(3) 35600005 葉筑瑋 (4) 35600010 賴載元 

(4) 35600015 曾衍霖 (6) 35600003 張晏誠 

(7) 35600002 李聿翔 (7) 35600004 吳奕慧 

(9) 35600020 陳言修 

備取 

(1) 35600007 遲佑成 (2) 35600001 葉博勛 

(3) 35600018 沈衍如 (4) 35600011 廖珮辰 

(5) 35600006 王 鈞 (6) 35600019 張家維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正取 

(1) 37000008 孫佑鈞 (2) 37000009 黃士倫 

(3) 37000005 邱昱龍 (4) 37000010 張兆廷 

(5) 37000001 黎芯羽 

備取 

(1) 37000002 黃碩彥 (2) 37000007 吳俊緯 

(3) 37000006 莊雅婷 (4) 37000003 魏嗣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