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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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5 月 19 日 

發文字號：中(104)教發字第 214 號 

 

主旨：一、本校 104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茲將錄

取名單公告於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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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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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印成績單。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張素貞(511100002) 葉人豪(511100003) 劉崑誠(511100004)  

    翁瓊華(511100005) 張忠明(511100006)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陸名 

    林立德(521100001) 冉明偉(521100002) 謝漢君(521100004)  

    龔健綸(521100005) 柯雅筑(521100007) 黃毓琦(521100008)  

     

 備取 貳名 

    徐銘宏(521100003) 黃惇婉(521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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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游俊國(522100001) 鍾淨成(522100002)  

           

 

物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李建瑜(523100001) 張盛貯(523100002) 周欣磊(523100003)  

    鄭州傑(523100004)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黃耀德(524100001)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捌名  

    林思維(525100003) 周家麟(525100006) 柯景中(525100007)  

    黃佳慧(525100008) 余守純(525100009) 顏育達(525100010)  

    陳自如(525100011) 鍾一安(525100013)  

           

 備取 伍名 

    龔健綸(525100012) 陳睿生(525100005) 劉蕙如(525100002)  

    張旖宸(525100004) 曾明洋(525100001)  

     

 

加速器光源與中子束應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無人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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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柒名 

    許建中(582100001) 楊忠原(582100002) 施秉旭(582100004)  

    張育誠(582100006) 郭宏鈞(582100007) 陳宇倫(582100008)  

    施力綺(582100009)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捌名  

    蔡祐銓(533100001) 林彥融(533100002) 林韋翰(533100004)  

    李松澤(533100005) 夏國芳(533100006) 林治學(533100007)  

    歐峻豪(533100008) 黃宗賢(533100009)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張恩展(534100001) 蔡晟屹(534100002)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無人報考>>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貳名  

    王文彬(582100003) 王昶仁(582100005)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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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柒名  

    邱樁德(538100001) 李健(538100002) 王紹宇(538100004)  

    劉平本(538100005) 蘇盛隆(538100006) 徐雅雯(538100007)  

    陳威龍(538100008)  

           

 備取 壹名 

    林財得(538100003)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姜孝承(539100001) 陳奕如(53910000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吳恬妤(541110003) 盧逸君(541110004) 何昆達(541110005)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乙組 正取 捌名 (增額貳名由甲組流入) 

    楊宗保(541120001) 藍聖星(541120008) 吳年如(541120010)  

    許哲豪(541120011) 幸世平(541120012) 潘克定(541120015)  

    蘇信坤(541120016) 吳孟憲(5411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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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鄭博宇(542100002) 胡國信(542100008) 彭元隆(542100009)  

           

 備取 柒名 

    余家哲(542100005) 黃順彬(542100003) 吳素英(542100007)  

    游薇臻(542100004) 蘇永吉(542100010) 李香緗(542100001)  

    李志賢(542100006)  

     

 

財務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陳炫燐(543100001) 楊敦雅(543100002)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貳名  

    李昶志(544100001) 盧彥鈞(54410000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壹名  

    王文彬(545110001)  

           

 乙組 正取 參名  

    龔書弘(545220001) 林洲安(545220002) 顏明裕(54522000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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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李政璋(552100001) 王博緯(552100002) 曾崇智(552100003)  

    翁麗淇(552100004)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一般生 

正取 貳名 (增額壹名由在職生流入) 

    羅明福(558100001) 陳恬儀(558100003)  

     

在職生 (缺額壹名流用至一般生) 

   <<無人報考>>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甲組 

   <<無人報考>> 

 

 乙組 正取 貳名  

    謝明村(559120001) 江朕榮(55912000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丙組 正取 貳名  

    徐家雯(559130001) 張昱晨(559130003)  

       <<其餘考生成績均未達錄取標準，不予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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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肆名  

    陳韋翰(567100002) 林右晟(567100004) 翁麗淇(567100006)  

    滕暐林(567100008)  

           

 備取 參名 

    張旖宸(567100005) 施守平(567100001) 周祥蕙(567100007)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肆名 

    林智鴻(500110002) 王立賢(500110005) 陳奕璇(500110007)  

    林顯明(500110008)  

     

    備取 貳名 

    林志龍(500110011) 蔡明勳(500110004)  

     

 乙組 正取 參名  

    黃寒筠(500120001) 吳國彥(500120002) 李逸詩(500120005)  

           

    備取 壹名 

    黃淑麗(500120003)  

     

 丙組 正取 參名  

    陳玫君(500130003) 鄭佳虹(500130005) 吳正中(500130008)  

            

    備取 伍名 

    陳柔惠(500130004) 李偉仁(500130013) 孫澤文(500130014)  

    周祖佑(500130011) 張家維(5001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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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王立賢(501100003) 林顯明(501100004) 李煒(501100007)  

    陳淑蓉(501100009)  

     

 備取 肆名 

    張惠君(501100010) 李慶隆(501100005) 郭仁雄(501100002)  

    謝秀英(501100001)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玖名  

    吳佳純(504100005) 李佩珊(504100008) 陳雅君(504100013)  

    蔡鴻文(504100014) 宋宥賢(504100015) 李香緗(504100016)  

    何糧朱(504100018) 朱元隆(504100020) 侯淑芬(504100024)  

            

 備取 壹拾玖名 

    陳怡卉(504100012) 江方齊(504100007) 李娟瑩(504100026)  

    宋雅筠(504100006) 黃正達(504100027) 吳佩真(504100001)  

    林雅萍(504100004) 黃于榆(504100002) 吳珮瑱(504100011)  

    王凱倫(504100022) 陳欣鈴(504100028) 林湘芸(504100009)  

    魏玉雲(504100023) 魏尚斌(504100019) 楊振玉(504100010)  

    張原碩(504100003) 鍾昀珊(504100017) 林文毅(504100021)  

    林柏妤(50410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