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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1201001  徐鈺婷 31201004  劉亦寧 31201014  陳思綺

31201015  簡安潔 31201024  鄧郁琳 31201028  丁冠芝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1201011 段宛庭(備取1) 31201021 陳丁豪(備取2) 31201022 何育慈(備取3)

31201013 黃英超(備取4) 31201020 王奕超(備取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特殊教育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1301001  温偉鈞 31301002  黃鈺晴 31301003  羅盛昱

31301005  金培華 31301006  張方瑜 31301008  廖英淇

31301009  塗意雯 31301010  王宜觀 31301013  梁凱威

31301017  洪瑜鴻 31301018  謝志旻 31301019  翁岱彤

31301020  簡濬捷 31301021  陳佳意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1301024 廖珮均(備取1) 31301028 王宥媗(備取2) 31301015 陳恩平(備取3)

31301030 黃尹亭(備取4) 31301004 古瑜君(備取5) 31301007 江啟邦(備取6)

31301026 余昇樺(備取7) 31301031 林佳勳(備取8) 31301027 吳芷陵(備取9)

31301029 李耿賢(備取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特殊教育學系資賦優異教育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1401001  李惟慈 31401002  楊昌懋 31401003  程仁威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教育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1501001  陳彥均 31501003  黃大原 31501006  王淑瑜

31501011  楊易親 31501015  鍾湉湉 31501017  柯元媛

31501018  洪韵軒 31501019  陳彥廷 31501020  趙雅芳

31501022  陳宥芯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1501025 吳軍平(備取1) 31501016 李淑君(備取2) 31501013 郭婉玲(備取3)

31501002 謝秉融(備取4) 31501004 黃思迪(備取5) 31501012 李奕錡(備取6)

31501023 陳家森(備取7) 31501008 洪碧君(備取8) 31501007 潘彥廷(備取9)

31501009 兵昕庭(備取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復健諮商研究所(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1691001  賴毓琇 31691004  張牧耘 31691008  張雅萍

31691012  傅怡涵 31691016  林宛嫺 31691017  莊雅慈

31691018  盧冠甫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1691010 林彥鋒(備取1) 31691015 林珊如(備取2) 31691005 陳芊予(備取3)

31691007 陳令潔(備取4) 31691013 林式貞(備取5) 31691006 陳彥融(備取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科學教育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101001  周易 32101002  陳光臨 32101003  張端耘

32101004  阮瑛修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數學系(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211001  黄建瑋 32211002  劉光恩 32211003  楊宜芳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211004 吳聖鈞(備取1)

擇優錄取方案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221011 游家昀(備取2) 32221008 王仲康(備取3) 32221004 蔡瑩璇(備取4)

32221001 邱子珈(備取5) 32221007 楊至鈞(備取6)

系所別：數學系(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221002  李家豪 32221003  阮毓庭 32221005  留雅慧

32221009  詹弘斌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221011 游家昀(備取1) 32221008 王仲康(備取2) 32221004 蔡瑩璇(備取3)

32221001 邱子珈(備取4) 32221007 楊至鈞(備取5)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從缺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user
文字方塊
系所別：數學系(丙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物理學系(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311006  盧聖傑 32311007  許淳順 32311008  黃翊嘉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系所別：物理學系(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321002  張育誠 32321005  張為翔 32321007  陳宏錡

32321008  魏晨峰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321001 林典儀(備取1) 32321004 劉宇盛(備取2) 32321003 馬漢璋(備取3)

32321009 尤建智(備取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生物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401001  吳明浩 32401002  鄒宜芳 32401004  張閔皓

32401006  洪晟皓 32401007  熊若婷 32401008  林諺伯

32401014  劉俞享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401015 闕靖儒(備取1) 32401010 吳俐慧(備取2) 32401013 王志昇(備取3)

32401009 顏呈晏(備取4) 32401012 潘姿伶(備取5) 32401003 蔡潗錩(備取6)

32401005 呂承翰(備取7) 32401011 西晨瑋(備取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生物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501001  許矗勇 32501002  游雯淨 32501003  戴鈺庭

32501004  蕭卉妤 32501005  陳怡如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化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601001  蘇晏群 32601002  蘇永祥 32601003  劉盈佳

32601004  鄭閔丰 32601005  陳怡真 32601006  洪綾絹

32601008  馬魁呈 32601009  簡廷家 32601010  洪晟皓

32601011  趙昱凱 32601012  巫家榮 32601013  藍玉嫻

32601015  李羽婷 32601016  王伯壬 32601021  李益忠

32601024  楊翔名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601023 張順安(備取1) 32601018 李正耀(備取2) 32601022 張哲明(備取3)

32601014 謝佩紋(備取4) 32601007 鄭皓仁(備取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光電科技研究所(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791001  許峰偉 32791004  黃俊翔 32791005  陳培倫

32791006  何乃翔 32791010  陳偉翔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2791007 鍾文宗(備取1) 35311003 林宥諭(備取2) 35291025 陳彥廷(備取3)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4)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5) 32791002 邱裕哲(備取6)

35291003 林政豪(備取7) 32791008 黃弘輝(備取8)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9)

35291026 梁翔竣(備取10)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11)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12)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13) 35491014 陳暘(備取14)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15)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6) 32791009 李益盛(備取17)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8)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19) 35291022 游易儒(備取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統計資訊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801002  李明穎 32801003  巫鴻意 32801004  賴佳齊

32801005  鄭敬儒 32801007  黃湣然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111001  楊昆霖 33111003  陳智銘 33111004  蔡岳庭

33111006  李孟翰 33111007  陳相澄 33111008  張智翔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111005 廖禹威(備取1) 33111002 鄭奇(備取2) 33111010 劉德楷(備取3)

系所別：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121001  戴伯豪 33121005  賴右餘 33121006  劉承育

33121007  楊日昇 33121008  許景崴 33121012  陳彥伯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121011 李承諭(備取1) 33121003 陳志學(備取2) 33121009 林  任(備取3)

33121004 劉兆倫(備取4) 33121002 劉泓均(備取5) 33121010 吳侑軍(備取6)

系所別：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131001  王智元 33131003  童翡翠 33131004  馮旭華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131002 張鳳娟(備取1)

user
文字方塊
林啓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數位學習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201002  張璿� 33201004  王麒勝 33201005  蔡中景

33201006  劉蓁運 33201008  林韋辰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201009 蕭文宜(備取1) 33201001 古貴伃(備取2) 33201007 陳軍佑(備取3)

user
文字方塊
張璿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財務金融技術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391001  黃文浩 33391002  陳亮宇 33391006  張庭嘉

33391007  吳婉瑜 33391008  何沛錞 33391009  黃伯浩

33391011  趙俊嘉 33391012  黃孟謙 33391015  楊瓊華

33391018  趙夢璇 33391019  林家卉 33391020  郭雅億

33391021  謝伊婷 33391033  林緯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391032 王宣巽(備取1) 33391003 蔡祐瑋(備取2) 33391013 余紀瑩(備取3)

33391010 朱芳慶(備取4) 33391023 葉哲瑋(備取5) 33391030 李俊謙(備取6)

33391031 周彥廷(備取7) 33391026 黃敬峰(備取8) 33391005 賴彥哲(備取9)

33391028 黃冠綺(備取10) 33391027 劉維倫(備取11) 33391022 簡汎諺(備取12)

33391034 簡文璿(備取13) 33391016 葉諾亞(備取1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411005  黃哲柔 33411008  梁季盈 33411010  周家瑞

33411011  施恩霖 33411013  商祐銘 33411015  林千惠

33411017  許晴雯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411004 劉育瑋(備取1) 33411016 張家瑞(備取2) 33411007 楊妮蓁(備取3)

33411012 黃思中(備取4) 33411001 徐振之(備取5)

系所別：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421002  陳冠銘 33421003  黃郁雯 33421004  陳盈臻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421006 林柏辰(備取1) 33421005 劉香蘭(備取2) 33421007 鄭琇文(備取3)

系所別：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431004  王柏凱 33431005  朱玉軒 33431006  劉煥郁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3431001 蔡承恩(備取1) 33431003 王巧伶(備取2) 33431002 李忻璇(備取3)

33431007 顧芷伃(備取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車輛科技研究所(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3591002  謝秉樺 33591003  葉立緯 33591006  蔡文裕

35191009  林育豪 35191015  陳季賢 35191026  簡光甫

35321005  施凡昱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1) 35191013 吳毓暐(備取2) 33591005 李俊穎(備取3)

35191024 趙之磊(備取4)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5)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6)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7) 35491014 陳暘(備取8)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9)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0)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11) 33591004 李明儒(備取12)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13)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14) 35191014 黃群維(備取15)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英語學系(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011005  閻立恩 34011006  林威智 34011009  鄭雅竹

34011011  林允中 34011014  何昱達 34011015  陳建岐

34011020  楊恩滌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011016 林冠儀(備取1) 34011002 鄭惠文(備取2) 34011003 陳琬蓉(備取3)

34011010 黃立維(備取4) 34011017 吳文心(備取5) 34011007 廖振喬(備取6)

34011001 洪孟圓(備取7) 34011013 李孟黛(備取8) 34011021 王穎慧(備取9)

34011019 楊豐銘(備取10)

系所別：英語學系(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011002  鄭惠文 34011003  陳琬蓉 34011007  廖振喬

34011010  黃立維 34011013  李孟黛 34011016  林冠儀

34011017  吳文心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011021 王穎慧(備取1) 34011019 楊豐銘(備取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國文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101003  張珮珊 34101013  陳育玄 34101015  張中函

34101018  魏子閎 34101021  許凱菱 34101031  楊文芳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101033 李天慈(備取1) 34101011 王雯雯(備取2) 34101017 黃宇坪(備取3)

34101005 李雅惠(備取4) 34101010 鄭芸瑋(備取5) 34101002 何伊綺(備取6)

34101029 謝齊(備取7) 34101026 王怡婷(備取8) 34101038 曾鈺婷(備取9)

34101014 黃瀞儀(備取10) 34101027 高姿穎(備取11) 34101006 劉穎昕(備取12)

34101012 黃靖婷(備取13) 34101009 黃家敏(備取14) 34101024 廖恩杰(備取15)

34101035 蕭雅文(備取16)

擇優錄取方案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801012 陳建宏(備取17) 34801002 梁丞佑(備取18) 34801013 蔡宛昀(備取1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地理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291001  楊盛宇 34291002  黃曼菁 34291003  李雅婷

34291005  吳梅蘭 34291006  張嘉哲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291004 阮北安(備取1)

擇優錄取方案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301001 劉又寧(備取2) 34301003 陳思宇(備取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地理學系環境暨觀光遊憩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301002  王黃毅 34301004  賴志杰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301001 劉又寧(備取1) 34301003 陳思宇(備取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美術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401002  楊懷安 34401003  葉淑萍 34401004  施慶餘

34401005  蔡璧合 34401006  曾婉淳 34401008  劉文韜

34401011  林世翊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401001 陳翌雋(備取1) 34401009 陳彥中(備取2) 34401007 陳蒞瑩(備取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美術學系藝術教育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501001  周宛嬋 34501003  巫金潮 34501005  歐孟亭

34501006  賴意涵 34501007  廖妍菲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501002 李蕙安(備取1) 34501008 黃曼雅(備取2) 34501004 黃冠瑛(備取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兒童英語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601002  王柏文 34601005  陳亭蓉 34601007  林姿伶

34601008  幸玉萍 34601010  林雨萱 34601012  陳虹利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601003 張海蒂(備取1) 34601001 杜林蓁(備取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翻譯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701004  吳曼瑄 34701005  丘季翔 34701008  許家馨

34701014  洪嘉繐 34701015  張凱雯 34701019  孫海茵

34701021  張聰彥 34701022  莊嚴 34701023  李苗鈴

34701026  陳銘涵 34701027  翁湘婷 34701028  陳文慧

34701029  徐宇賢 34701030  王任平 34701034  王佑平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701016 譚學海(備取1) 34701006 伍慧汝(備取2) 34701033 賴憶芳(備取3)

34701009 黃丹薏(備取4) 34701018 黃怡靜(備取5) 34701001 林合焌(備取6)

34701025 林穎茹(備取7) 34701010 陳慧文(備取8) 34701017 卓淙媺(備取9)

34701012 李惠能(備取10) 34701013 安立心(備取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台灣文學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801001  曾苑毓 34801007  宋秀桂 34801008  張美雲

34801009  林俞安 34801010  何雅君 34801011  廖乙璇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801012 陳建宏(備取1) 34801002 梁丞佑(備取2) 34801013 蔡宛昀(備取3)

34801004 曾良凱(備取4)

擇優錄取方案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101033 李天慈(備取5) 34101011 王雯雯(備取6) 34101017 黃宇坪(備取7)

34101005 李雅惠(備取8) 34101010 鄭芸瑋(備取9) 34101002 何伊綺(備取10)

34101029 謝齊(備取11) 34101026 王怡婷(備取12) 34101038 曾鈺婷(備取13)

34101014 黃瀞儀(備取14) 34101027 高姿穎(備取15) 34101006 劉穎昕(備取16)

34101012 黃靖婷(備取17) 34101009 黃家敏(備取18) 34101024 廖恩杰(備取19)

34101035 蕭雅文(備取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歷史學研究所(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4981006  廖竟寧 34981009  洪俊暉 34981010  王君嶧

34981014  閻懷玄 34981015  陳柏安 34981016  何佳龍

34981018  周文博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4981004 游偉靖(備取1) 34981007 林育生(備取2) 34981012 林哲正(備取3)

34981008 吳燕青(備取4) 34981011 葉立緯(備取5) 34981017 呂佳林(備取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機電工程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191003  劉紘瑜 35191004  紀尊元 35191010  林岳霖

35191011  許宏溢 35191016  黃聖恩 35191017  林士豪

35191018  黃俊文 35191019  洪育仁 35191020  吳育齊

35191021  鄭惠敏 35191023  楊傑丞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191026 簡光甫(備取1) 35191015 陳季賢(備取2) 35311003 林宥諭(備取3)

35291025 陳彥廷(備取4) 35191009 林育豪(備取5)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6)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7) 35191013 吳毓暐(備取8) 35291003 林政豪(備取9)

35191024 趙之磊(備取10) 32791008 黃弘輝(備取11)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12)

35291026 梁翔竣(備取13)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14)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15)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16)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17) 35491014 陳暘(備取18)

35191025 吳昭月(備取19)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20)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21)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22)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23)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24)

35191002 張博竣(備取25) 33591004 李明儒(備取26)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27)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28) 35191014 黃群維(備取29)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3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電機工程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291005  張育誠 35291006  王柏凱 35291007  林展國

35291008  江岱祐 35291010  徐世明 35291012  楊祐勳

35291013  吳孟修 35291019  黃永城 35291020  陳韋志

35291027  江昇祐 35291031  鄧昌明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291011 李定承(備取1) 35291002 盧仕烜(備取2) 35311003 林宥諭(備取3)

35291025 陳彥廷(備取4)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5)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6)

35291003 林政豪(備取7) 32791002 邱裕哲(備取8) 35321004 陳要綸(備取9)

35321008 李彥霖(備取10) 32791008 黃弘輝(備取11)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12)

35291026 梁翔竣(備取13)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14)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15)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16)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17) 35491014 陳暘(備取18)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19)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20) 35321003 黃子恩(備取21)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22)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23) 35291022 游易儒(備取24)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25)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26)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27)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28)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2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311001  陳毅 35311002  劉健誼 35311004  阮鐳宇

35311007  楊智元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311005 蕭聖翰(備取1) 35321005 施凡昱(備取2) 35311003 林宥諭(備取3)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4)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5) 35321004 陳要綸(備取6)

32791002 邱裕哲(備取7) 35321008 李彥霖(備取8) 32791008 黃弘輝(備取9)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10)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11)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12)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13)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14) 35491014 陳暘(備取15)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6) 35321003 黃子恩(備取17) 32791009 李益盛(備取18)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9)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20) 35291022 游易儒(備取21)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22)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23)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24)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25)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26)

系所別：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291002  盧仕烜 35291011  李定承 35311005  蕭聖翰

35321001  林柏諺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321005 施凡昱(備取1) 32791007 鍾文宗(備取2) 35311003 林宥諭(備取3)

35291018 彭劭維(備取4)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5) 35321004 陳要綸(備取6)

35491001 蔡旻修(備取7) 35321008 李彥霖(備取8) 35491002 謝祖豪(備取9)

32791008 黃弘輝(備取10)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11)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12)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13)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14) 35491010 王俊偉(備取15)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16) 35491014 陳暘(備取17)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18)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9) 35321003 黃子恩(備取20)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21)

35491013 戴佑霖(備取22)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23) 35291022 游易儒(備取24)

35321007 李俊宏(備取25)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26)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27)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28)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29)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3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資訊工程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2791007  鍾文宗 35321004  陳要綸 35491003  劉宇軒

35491004  林子恆 35491005  陳竣皓 35491006  賴柏諺

35491009  廖育醇 35491012  許俊凱 35491015  黃兆湘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491001 蔡旻修(備取1) 35491002 謝祖豪(備取2)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3)

35691006 蘇于哲(備取4)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5)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6)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7) 35491010 王俊偉(備取8) 35491014 陳暘(備取9)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0) 35491016 許翰嘉(備取11) 35321003 黃子恩(備取12)

35491008 王晟熏(備取13)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4) 35491013 戴佑霖(備取15)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16) 35321007 李俊宏(備取17)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18)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19)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20)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21)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2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資訊工程學系積體電路設計碩士班(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311003  林宥諭 35591001  賴耀弘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321004 陳要綸(備取1) 35491001 蔡旻修(備取2) 35491002 謝祖豪(備取3)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4)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5)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6)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7) 35491010 王俊偉(備取8) 35491014 陳暘(備取9)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10)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1) 35321003 黃子恩(備取12)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3) 35491013 戴佑霖(備取14) 35291022 游易儒(備取15)

35321007 李俊宏(備取16)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17)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18)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19)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20)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2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電信工程學研究所(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5291018  彭劭維 35291025  陳彥廷 35691002  許治慧

35691004  蔡易錩 35691005  林政陽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5191022 王廷祐(備取1) 35291003 林政豪(備取2) 35291014 楊凱博(備取3)

35291026 梁翔竣(備取4) 35691006 蘇于哲(備取5) 35291021 湯坤樺(備取6)

35291001 陳俞伶(備取7) 35191001 張育哲(備取8) 35691001 江岳澤(備取9)

35491014 陳暘(備取10) 35291030 牛禮宏(備取11) 33591001 陳俊村(備取12)

35491016 許翰嘉(備取13) 35191007 江明修(備取14) 35291024 林定閎(備取15)

35691003 羅鎮元(備取16) 35291015 林佑儒(備取17) 32791003 黃仁佑(備取18)

35321002 楊立豪(備取19) 35291009 趙政閎(備取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企業管理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6191003  劉庭妤 36191006  賴俊廷 36191007  黃奕慈

36191011  陳益新 36191015  蔡枚蓁 36191016  趙俊嘉

36191018  陳亮宇 36191020  姚尊允 36191023  彭宇凡

36191024  李俊謙 36191025  李佳駿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6191026 林家如(備取1) 36191002 顏吟庭(備取2) 36191017 陳育文(備取3)

36291011 林亭妤(備取4) 36191019 楊景雯(備取5) 36191022 王俊豪(備取6)

36191001 黃揖翔(備取7) 36191010 林于婷(備取8) 36191012 陳孟瑋(備取9)

36191028 謝伊盈(備取10) 36291006 卓家宏(備取11) 36291004 曾鈺琪(備取12)

36191005 饒珮阡(備取13) 36191009 林筠珊(備取14) 36191004 蔡京諺(備取15)

36191014 李昆懋(備取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碩士班(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6191002  顏吟庭 36191017  陳育文 36191026  林家如

36291002  許珮玲 36291003  楊柔軒 36291007  張瑀珊

36291009  趙曼婷 36291010  李婷琪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6291011 林亭妤(備取1) 36191001 黃揖翔(備取2) 36291012 王姿芳(備取3)

36191010 林于婷(備取4) 36191012 陳孟瑋(備取5) 36191028 謝伊盈(備取6)

36291006 卓家宏(備取7) 36291004 曾鈺琪(備取8) 36191005 饒珮阡(備取9)

36191009 林筠珊(備取10) 36191014 李昆懋(備取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會計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6301015  項鼎綸 36301027  張暢倫 36301029  吳坤明

36301043  紀懿家 36301062  賴昱瑋 36301063  林耘甄

36301071  李孟真 36301072  林怡君 36301074  陳靖怡

36301083  李語軒 36301085  劉晶熒 36301112  王思云

36301119  吳育承 36301139  聞之睿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6301080 陳沿丞(備取1) 36301032 李全貞(備取2) 36301031 洪佑信(備取3)

36301092 卓志勳(備取4) 36301055 程彥融(備取5) 36301026 沈竣毫(備取6)

36301046 楊子萱(備取7) 36301058 李依珊(備取8) 36301022 吳清盛(備取9)

36301056 邱奕蒨(備取10) 36301020 廖秀娟(備取11) 36301098 謝毓庭(備取12)

36301007 陳欣容(備取13) 36301104 陳俊宏(備取14) 36301101 簡佑穎(備取15)

36301050 楊瓊華(備取16) 36301041 黃暄筑(備取17) 36301033 陳沛葭(備取18)

36301093 蔡偉鴻(備取19) 36301096 李泓綸(備取20) 36301040 陳宥豪(備取21)

36301091 詹柔珊(備取22) 36301079 江欣霖(備取23) 36301116 潘信安(備取24)

36301138 徐偉幀(備取25) 36301005 廖俊棠(備取26) 36301099 李柏緯(備取27)

36301090 吳姿樺(備取28) 36301060 黃敏妮(備取29) 36301004 王佑婷(備取30)

36301081 林家安(備取31) 36301028 吳宜宣(備取32) 36301136 黃郁婷(備取33)

36301114 王薪堯(備取34) 36301107 黃莞雁(備取35) 36301132 張櫻馨(備取36)

36301064 施佳伶(備取37) 36301076 連正平(備取38) 36301089 劉駿紘(備取39)

36301110 謝榕真(備取40) 36301057 劉宗彥(備取41) 36301019 林家卉(備取42)

36301023 紀雅庭(備取43) 36301137 王信元(備取44) 36301059 劉承恩(備取45)

36301120 徐旻均(備取46) 36301054 王巧文(備取47) 36301106 劉巧柔(備取48)

36301113 蘇萱(備取4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資訊管理學系(選考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6491005  林伯諺 36491007  陳彥佑 36491017  丁偉倫

36491022  呂宜儒 36491026  曹盛焱 36491027  劉慶玄

36491029  陳奕鈞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6491006 黃姿綺(備取1) 36491028 何宛庭(備取2) 36491021 周苓棋(備取3)

36491032 吳依柔(備取4) 36491008 方詩邁(備取5) 36491001 蔡育芳(備取6)

36491030 周政霖(備取7) 36491024 鄭宇傑(備取8) 36491004 葉東軒(備取9)

36491014 廖東義(備取10) 36491023 沈維新(備取11) 36491015 林家麒(備取12)

36491013 林  任(備取13) 36491010 陳彥宇(備取14) 36491031 黃亭之(備取15)

36491003 陳怡中(備取16)

user
文字方塊
林啓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6501004  徐逢亨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不列備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7101002  林雨璇 37101003  林億昕 37101004  郭子閔

37101005  陳子婷 37101006  楊景嵐 37101007  李健宏

37101008  關勝隆 37101009  劉瑞雯 37101010  鄭于廷

37101011  胡雅婷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7101001 吳芳苓(備取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運動學系應用運動科學碩士班(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7201001  林逸鈞 37201002  張雅雯 37201003  林豐慶

37201004  嚴毅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7201005 李昆沅(備取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完竣，茲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如下

系所別：運動健康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一般生 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37301001  高麗涵 37301002  郭婉庭 37301006  黃丹琦

37301007  葉勝凱 37301008  鄭麗寬 37301009  李瑋慈

37301010  林禹欣

備取 一般生 依成績高低排序

37301005 廖郁慈(備取1) 37301004 郭柏呈(備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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