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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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年 5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教發字第 1080700510 號 

 

主旨：公告本校 108 學年度博士班暨金融創新產業碩士專班招生考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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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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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乃嘉(511100006) 沙平頤(511100010)      

 備取 玖名 

    田莉安(511100001) 甘家銘(511100009) 李枝 (511100008)   

    許碧霞(511100005) 劉處英(511100007) 謝永山(511100004)  

    黃群(511100012) 張錦嫻(511100002) 陸春雄(511100003)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同分增額壹名) 

    林柏豪(512100001) 李寬(512100002)      

 備取 壹名 

    李依亭(512100003)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吳世鴻(521100002) 張智閔(521100005) 鄭凱仁(521100006)  

    吳俐嫻(521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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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取 伍名 

    黃柏瑋(521100008) 呂文斌(521100009) 陳彥伯(521100004)  

    唐崢賢(521100001) 陳鈺翔(521100003)  

         

化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蔡秉霖(522100001) 張聿隆(522100002) 黃健嘉(522100003)  

            

物理學系博士班 

 <<無人報考>>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黃玉潔(524100002) 賴驥緯(524100004)      

 備取 貳名 

    張永樑(524100001) 黃怡凱(524100003)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陸名  

    梁益誌(525100001) 成毓賢(525100002) 李宛珊(525100004)  

    王家豪(525100005) 呂文斌(525100006) 曾秉濤(525100007)  

備取 壹名 

    謝明芳(525100003)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肆名 

    張鈺曼(529100002) 黃玉潔(529100003) 劉家豪(529100006)  

    張聿隆(529100007)      

 備取 貳名 

    林進中(529100001) 黃健嘉(529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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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陳政隆(582100001) 張家輝(582100003) 胡博凱(582100004)  

    林國鈞(582100005)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林冠男(533100001) 林芷嫺(533100002) 李信佳(533100003)  

    鄭智元(533100004)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張桓(534100002) 邱義閔(534100003) 莊額碩(534100004)  

    鄭吉詠(534100006)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許哲耀(535100001) 陳芷嫺(535100002)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壹名 

    錢德明(582100002)      

 備取 貳名 

    林國鈞(582100005) 陳政隆(58210000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侯俊男(538100001) 陳保松(538100002) 林進中(538100003)  

    洪啟銓(538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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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林昇穎(539100001) 蔡忠廷(539100002) 邱茗煥(539100004)  

    許盈培(539100005) 周子琳(539100006)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捌名 

    夏鐸(541100002) 劉紹傑(541100005) 林敬程(541100011)  

    李代昌(541100014) 李瓊位(541100020) 廖健博(541100022)  

    羅左華(541100024) 汪剛霆(541100025)      

 備取 貳名 

    李婉如(541100001) 周逸君(541100007)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博士班 

 正取 參名 

    黃首詠(571100003) 潘品蓉(571100004) 詹敏和(571100005)     

 備取 貳名 

    吳承峻(571100002) 黃雅惠(571100001)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伍名 

    黃文彬(579100001) 王宗煜(579100002) 吳明穎(579100008)  

    吳慧琴(579100009) 陳建宏(579100014)      

 備取 陸名 

    邱秋華(579100010) 王若婷(579100011) 許智偉(579100006)  

    張瑞成(579100016) 黃文聖(579100003) 周茂良(579100004)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許郁屏(542100001) 徐明暇(542100002) 李昀徽(542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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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蕭弘宗(543100001) 蔡秉玠(543100005) 潘俐霖(543100006)     

 備取 參名 

    黃淑穎(543100002) 劉冠麟(543100004) 黃堂麟(543100003)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伍名 

    謝宗翰(544100001) 蔡雅琄(544100002) 林桐毅(544100005)  

    吳明榮(544100008) 宋貴龍(544100009)      

 備取 伍名 

    王梅(544100003) 林建凱(544100010) 郭憲睿(544100004)  

    胡賢仁(544100006) 鄭鎮國(544100007)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學術專業組博士班 

 甲組 正取 貳名 

    洪雪芳(545110001) 鄭天賀(545110002)      

 乙組 正取 參名  

    簡茂松(545220001) 徐崇嫺(545220002) 潘俐霖(545220003)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產學組博士班 

 <<無人報考>>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李佳芸(552100002) 林佩慧(552100004) 陳昇遠(552100005)  

    許師源(552100006) 黃柏瑋(552100007)      

 備取 貳名 

    李彥輝(552100003) 陳德遠(552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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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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維德(558100001) 李彥輝(558100002)  

在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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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名 

    簡日成(559100001) 謝承恩(559100002) 吳幸男(559100003)  

    何亞凡(559100004)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壹名  

    陳德遠(567100001)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蔡素琴(500110007) 卓秀妮(500110008) 黃宣凱(500110010)     

    備取 參名 

    王翔正(500110003) 陳怡茹(500110006) 陳景雲(500110002)     

 乙組 正取 參名 

    謝宗翰(500120001) 陳昭陽(500120004) 王繁賡(500120008)     

    備取 參名 

    吳明一(500120006) 許揮煙(500120005) 張榮宏(500120007)     

 丙組 正取 參名 

    張宏彬(500130002) 施妤青(500130004) 謝易成(500130005)     

    備取 壹名 

    陳瀅仁(5001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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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朱鵬光(501100005) 洪堯(501100006) 楊明勳(501100007)  

    邱怡婷(501100008)      

 備取 參名 

    楊天傑(501100001) 張書屏(501100004) 嚴政雍(501100002)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玖名 

    項文雄(504100001) 洪士傑(504100003) 曾郁然(504100004)  

    吳宜靜(504100006) 邱甯維(504100008) 楊景祺(504100012)  

    魏如慧(504100014) 吳慧君(504100017) 王慧婕(504100022)     

 備取 捌名 

    嚴政雍(504100005) 郭子瑜(504100015) 李思蓉(504100013)  

    王宗汶(504100009) 鄧筱蓉(504100010) 李欣俞(504100019)  

    陳佳宏(504100018) 黃姵璇(504100016)      

     

金融創新產業碩士專班 

一般生 

 正取 壹拾名  

    呂怡慧(978100004) 譚淞云(978100005) 陳嘉佑(978100009)  

    宋永揚(978100028) 姚詠馨(978100034) 袁鈺雯(978100061)  

    許竣傑(978100064) 吳宏儒(978100082) 徐藝瑄(978100091)  

    吳曼瑄(978100093)  

      

 備取 捌名 

    陳姿伶(978100025) 洪子桀(978100042) 陳柏劭(978100051)  

    范凱傑(978100039) 黃鉉策(978100086) 鍾明宏(978100108)  

    薛翔安(978100021) 劉淵博(9781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