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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 5 月 25 日
發文字號：中教發字第 1100700522 號

主旨：公告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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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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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名
陳川源(511100002)

備取

包晏寧(511100007)

洪郁芬(511100010)

李佳娟(511100011)

張精明(511100003)

黃鴻璋(511100004)

魏瑾如(511100005)

莊昆憲(511100006)

陳丁瑞(511100008)

柒名

黃景祥(511100001)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同分增額貳名)
楊敏(512100001)

周羿伶(512100003)

王文德(512100004)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唐崢賢(593100001)

備取

蘇性豪(593100007)

貳名
高崧碩(593100009)

洪綺(593100023)

化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1

黃怡珊(593100015)

許哲銘(593100011)

黃紘森(593100014)

張桂禎(593100019)

物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王品卿(523100002)

鄭志芃(523100004)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陳厚琮(593100021)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基礎醫學組

正取 柒名

劉昱希(593100002)

謝欣妤(593100008)

陳建安(593100010)

蘇琬屏(593100012)

劉小綾(593100013)

蔡彥郁(593100020)

黃正一(593100022)

備取

貳名

洪綺(593100023)

臨床醫學組

正取 貳名

李曜宏(593100006)

備取

李冠慧(593100005)

曾彥敦(593100024)

參名

高崧碩(593100009)

洪綺(593100023)

李冠慧(593100005)

胡雯茜(593100016)

黃虹雅(593100026)

洪綺(593100023)

李冠慧(593100005)

醫學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黃俊凱(593100003)

備取

參名
高崧碩(593100009)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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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

肆名
許力權(593100004)

解本逸(593100017)

黃冰妤(593100018)

魏培修(594100013)

劉家民(594100014)

林雅虹(594100008)

吳一民(594100010)

洪詮盛(594100009)

蔡智閔(594100020)

王上柏(593100025)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鍾季勳(594100006)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參名
梁芳瑜(594100001)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邱修偉(594100007)
鄭又誠(594100021)

備取

壹名
劉博斯(594100017)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博士班
正取

肆名
謝佩蓉(594100003)

蔡銘(594100004)

江冠穎(594100016)

備取

壹名
劉博斯(594100017)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蕭玟聖(594100019)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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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宇澤(594100011)

梁家瑞(594100002)

備取

壹名
劉博斯(594100017)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高勝輝(538100001)

王昱傑(538100002)

陳健智(538100003)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林之稚(594100015)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備取

陸名
徐鴻仁(541100002)

黃迦怡(541100003)

謝佳憓(541100004)

歐晉嘉(541100005)

紀汶欣(541100013)

陳姿婷(541100014)

馬世渡(541100007)

張翔超(541100012)

戴甄儀(541100001)

劉威宏(541100010)

馮慶豐(541100006)

許寬源(541100009)

陸名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黃基展(571100005)

備取

陳如意(571100006)

殷君豪(571100008)

范思善(571100009)

蘇佩虹(571100004)

陳惠貞(571100001)

劉子秸(571100003)

王柏強(571100002)

童瑞龍(571100007)

陸名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柒名
陳佑昌(579100002)

李建男(579100003)

葉達仁(579100007)

邱宏榮(579100008)

張敏華(579100009)

洪麗玉(579100010)

黃國珍(5791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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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

陸名
潘炤穎(579100005)

王昱傑(579100012)

陳秀文(579100013)

湯慧娟(579100006)

劉穎叡(579100001)

陳彥名(579100015)

謝佩蓉(542100001)

古展東(542100005)

黃妍恆(542100006)

張至哲(542100007)

洪永政(542100010)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備取

伍名

伍名
沈閎駿(542100009)

盧步雲(542100003)

陳虹諭(542100002)

郭淑娟(542100004)

蔡忠明(542100008)

財務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劉家銘(543100002)

備取

黃迦怡(543100003)

蘇姿伊(543100010)

陳宗澤(543100008)

林建州(543100005)

參名
葉育銘(543100001)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林大椿(544100002)

簡子文(544100003)

蘇柏安(544100007)

李銘倫(544100011)

林國順(544100004)

吳承峻(544100008)

張國紋(544100005)

游明雅(544100006)

劉柏漩(544100010)

備取

伍名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肆名

許家濠(545110001)

賴彥竹(545110002)

邱乙甯(545110005)

備取

壹名

鄭皓今(545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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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子哲(545110004)

乙組

正取

肆名

柯佑宗(545220002)

呂鈺瀅(545220004)

蔡佩芳(545220005)

施映羽(545220007)

備取

貳名

張慧貞(545220008)

邱文華(545220001)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陳秀文(595100005)

李蕎竹(595100010)

張浚峰(595100011)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缺額壹名)
吳珣涵(595100002)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薛湘樺(595100004)

金藝花(595100007)

林映村(595100009)

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貳名
許世霖(595100001)

楊濬維(595100003)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壹名
黃怡珊(595100006)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簡子文(500110001)

備取

呂委弦(500110002)

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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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仰正(500110004)

陳作人(500110003)

乙組

正取

參名

吳芝茜(500120001)

丙組

正取

方耀慶(500120004)

林俞辰(500130007)

沈正彥(500130008)

嚴奇均(500130005)

陳柏仁(500130002)

方彥鈞(501100002)

吳俸全(501100004)

參名

柯伯勳(500130001)

備取

馮來富(500120002)

參名

李琬鈴(500130004)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鄭安晉(501100001)
楊家宜(501100005)

備取

貳名
林昊陽(501100003)

李思慧(501100006)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莫佩兒(504110001)

乙組

陳淑玲(504110003)

薛安琦(504110005)

侯旻君(504120010)

鄭秉芸(504120015)

周鈴淨(504120019)

李偉廷(504120020)

李昕恬(504120027)

吳輔榮(504120028)

楊志偉(504120009)

林宜家(504120014)

楊筑鈞(504120007)

蘇昱璇(504120012)

王靖雯(504120024)

方婉茜(504120013)

正取

備取

陸名

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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