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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18 日 

發文字號：中教發字第 1090700458 號 

 

主旨：公告本校 109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錄取名單。 

公告事項： 

一、正取生依應考證號碼排序，備取生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依名次排序。 

二、考生可於 5 月 20 日 17 時起，至成績單補印系統(本校首頁/招生資

訊/招生考試/點選「成績單補印系統」)補印通知單。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陳羿廷(511100002) 洪楷萱(511100003)      

 備取 伍名 

    黃鴻璋(511100001) 郭珈妏(511100005) 吳俊億(511100007)  

    洪瑞憶(511100004) 卓政防(511100006)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劉玶豪(512100001)      

     

化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李建坤(593100004) 陳聖傑(593100007) 簡韻宸(593100014)  

    李奇陽(593100031)      

 備取 肆名 

    張鈺曼(593100001)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黃獻漳(593100003) 王美慈(593100006) 吳怡慧(593100020)  



2 
 

            

 備取 柒名 

    方冠德(593100002) 周綸音(593100017) 唐崢賢(593100008)  

    張鈺曼(593100001)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蔡約秩(593100010)            

 備取 肆名 

    張鈺曼(593100001)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柒名 

    蕭伊翔(593100009) 陳姿樺(593100015) 龔柏勳(593100018)  

    徐英倫(593100021) 簡茹君(593100027) 魏鈺儒(593100028)  

    林虞軒(593100033)      

 備取 捌名 

    胡愷芳(593100026) 方冠德(593100002) 周綸音(593100017)  

    張鈺曼(593100001) 楊澤軒(593100013)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肆名 

    張蔚熙(593100005) 劉晉宇(593100019) 鄭必伶(593100024)  

    戴詠旋(593100030)      

 備取 陸名 

    曾士琦(593100034) 張鈺曼(593100001)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林家禾(593100032)  

 

醫學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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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 參名 

    黃筑揚(593100016) 蔡雅岫(593100022) 王昭文(593100025)      

 備取 捌名 

    胡愷芳(593100026) 方冠德(593100002) 曾士琦(593100034)  

    張鈺曼(593100001) 楊澤軒(593100013)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物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林育仲(523100002) 林家禾(523100003)              

 備取 肆名 

    李健煌(523100006) 王品卿(523100005) 葉銘峻(523100004)  

    余啟仁(523100001)  

 

物理學系博士班(理學院聯合招生) 

 正取 壹名  

    郭庭瑋(593100023)            

 備取 伍名 

    張鈺曼(593100001) 于雅君(593100012)  洪次郎(593100011)   

    王品卿(593100029) 林家禾(593100032)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陸名  

    曾佑綸(594100010) 石如吟(594100011) 洪瑛秀(594100012)  

    林于楊(594100017) 張晉誠(594100018) 宋子樵(59410002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正取 陸名  

    陳嘉浤(594100003) 杜維庭(594100004) 簡韻宸(594100006)  

    黃禹弘(594100014) 詹岳振(594100015) 林清淵(594100021)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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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貳名  

    邵承宗(594100016) 吳至倫(594100019)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黃志銘(594100002) 林昀萱(594100013) 黃恒志(594100020)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陳世斌(594100005) 李政?(594100008) 高廷瑋(594100022)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壹名 

    施尚伶(59410000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柒名 

    蔡銘芳(538100001) 廖士淳(538100002) 林明政(538100003)  

    許翼鵬(538100004) 王家閎(538100006) 陳億鑫(538100007)  

    王昭文(538100008)      

 備取 壹名 

    陳彥中(538100005)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陸名  

    魏廷軒(541100001) 邱家嬅(541100002) 楊世豐(541100003)  

    李慶璿(541100006) 林偉哲(541100007) 鐘婉榕(541100008)  



5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博士班 

 正取 參名 

    曾志偉(571100001) 林新景(571100003) 何尹琳(571100006)      

 備取 肆名 

    陳如意(571100005) 蘇佩虹(571100002) 王柏強(571100007)  

    柯秉儒(571100004)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伍名 

    段逸君(579100001) 薛仲崴(579100004) 林育仁(579100006)  

    謝?坪(579100009) 麥卉榆(579100010)      

 備取 陸名 

    張瑞成(579100011) 吳翊誠(579100003) 周茂良(579100007)  

    余昕庭(579100002) 余易蒼(579100005) 林曉鈴(579100008)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張家銘(542100002) 蔡易航(542100005) 王惠慶(542100007)  

    黃瓊慧(542100008) 郭俊昌(542100010)      

 備取 壹名 

    吳明奕(542100009)      

     

財務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許瀠心(543100001) 陳仁易(543100003) 方少琪(543100006)      

 備取 貳名 

    劉慧芬(543100002) 郭世明(543100004)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伍名 

    林芷筠(544100001) 廖國誌(544100002) 曾筑宥(544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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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郁菁(544100007) 陳蘭政(544100010)      

 備取 伍名 

    周佳琪(544100014) 陳孝勇(544100009) 吳承峻(544100004)  

    施?妃(544100011) 許勝富(544100003)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肆名 

    林玠妤(545110001) 錢宛玲(545110003) 王婕(545110004)  

    張耿瑭(545110007)      

    備取 壹名 

    戴俊杉(545110005)      

 乙組 正取 肆名 

    郭馥甄(545220001) 簡元瑜(545220002) 吳偉明(545220003)  

    廖玉美(545220006)      

    備取 壹名 

    張慧貞(545220007)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一般生 

 正取 壹名 

    吳星翰(595100007)      

 備取 貳名 

    陳盛世(595100014) 鍾乙豪(595100011)  

在職生 

    <<考生成績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姚智康(595100003) 賴冠瑛(595100006) 洪茂軒(595100008)  

    楊三品(595100009) 郭玉華(595100012)      

 備取 貳名 

    陳盛世(595100014) 鍾乙豪(595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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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卞家緯(595100001) 王郁銘(595100005) 林涵宇(595100010)      

 備取 貳名 

    陳盛世(595100014) 鍾乙豪(59510001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肆名 

    黃品彰(595100002) 鄭立國(595100004) 黃侑勖(595100013)  

    劉京翰(595100015)      

 備取 貳名 

    陳盛世(595100014) 鍾乙豪(595100011)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方建蘋(500110002) 張芳瑜(500110005) 白邦廷(500110006)      

    備取 貳名 

    曾麒諺(500110001) 胡芯婗(500110004)      

 乙組 正取 參名 

    賴安祺(500120001) 黃暐婷(500120003) 張榮宏(500120004)      

    備取 壹名 

    呂志昆(500120002)      

 丙組 正取 參名 

    蔡家和(500130001) 董明惠(500130003) 王致為(500130004)      

    備取 壹名 

    顏筠展(500130002)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賴榮璉(501100004) 任軒立(501100005) 方建蘋(501100006)  

    高健毓(501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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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取 陸名 

    華樹華(501100009) 劉文偉(501100014) 林威宇(501100002)  

    鄭安晉(501100001) 許勝富(501100003) 徐舜浩(501100011)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玖名 

    蔡學斌(504100001) 陳彥蓉(504100006) 陳亮磬(504100010)  

    周康茹(504100019) 解汶樺(504100026) 吳誌維(504100029)  

    楊濟駿(504100031) 陳韻安(504100034) 李明恩(504100036)      

 備取 捌名 

    周坤億(504100008) 鄭維傑(504100022) 劉冠琪(504100007)  

    施映羽(504100017) 李欣俞(504100033) 鄧筱蓉(504100015)  

    趙懷嘉(504100013) 沈沛縈(5041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