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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1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洪〇哲

111002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廖〇萍

111003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汘

111004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梁〇虹

111005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鄭〇維

12100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璇

121002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雅

121003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珍

12100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晏

121005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

121006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翔

121007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瑄

121008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葉〇妤

121009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沈〇廷

121010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柯〇茵

12101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鄭〇慈

121012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汝

121013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沅

12101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蕭〇文

121015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簡〇恩

121016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江〇真

121017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葉〇璇

121018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樂

121019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瀚

121020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丞

12102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湯〇如

121022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今

121023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戴〇名

12102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葉〇淇

12200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黃〇雯

122002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陳〇真

122003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宜

12200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李〇維

122005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謝〇儒

141001 歷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鄒〇惟

141002 歷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琪

141003 歷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毅

151001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謝〇軒

151002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穎

151003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洪〇育

161001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玲

181001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孫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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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03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柯〇騰

181004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張〇暐

181005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曹〇珊

191001 文化創意與社會行銷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陳〇祐

191002 文化創意與社會行銷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宋〇緻

192001 文化創意與社會行銷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黃〇嘉

211001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諭

211002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展

211003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心

211004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怡

211005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珍

211006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方〇文

21100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宸

211008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聖

211009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弘

211010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程〇威

211011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朱〇喬

211012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慧

211013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梁〇勝

211014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佑

211015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許〇倫

211016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江〇澤

21101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璇

211018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臻

211019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JALAL 〇

GAYDA

211020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皜

211021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涵

211022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芸

211023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徐〇甄

211024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麟

211025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恒

211026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宜

21102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范〇媗

211028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禎

211029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孜

211030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郡

211031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郭〇瑋

211032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恩

211033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瑜

221001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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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2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鍾〇妤

221003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琳

221004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游〇嫻

221005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朱〇喬

221006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謝〇芳

221007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娟

221008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柯〇程

221009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陵

221010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儒

221011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妤

221012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錡

221013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鵑

221014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凱

221015 經濟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瑔

23100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彥

23100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瑄

23100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濰

23100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朱〇辰

231005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高〇安

231006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妤

231009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洪〇婷

231010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媛

23101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柯〇達

23101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偉

23101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福

23101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峰

231015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穎

231016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慈

231017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嘉

231018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錚

231019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余〇頫

23102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毅

23102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哲

23102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諭

23102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育

231025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曾〇遙

231026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高〇昕

241001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閎

241002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珊

241003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翁〇淳

241004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暄

241005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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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06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文

241007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滕〇

241008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耀

241009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許〇龍

241010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郭〇辰

241011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雅

241012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顏〇妤

241013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潘〇雯

241014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茵

241015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藍〇甄

241016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維

241017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仁

241018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何〇萱

241019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昀

241020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民

241021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志

241022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瑔

241023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徐〇吟

241024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趙〇洺

241025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柯〇程

241026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許〇汝

241027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傑

241028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慈

251001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瑄

251002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雲

251003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賴〇

251004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曾〇琳

251005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劉〇烜

251006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姜〇茹

251007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美

251008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維

251009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胡〇慧

251010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謝〇華

251011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樺

251012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璇

251013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江〇儒

261001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林〇潔

261002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陳〇儒

261003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楊〇憲

261004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李〇豪

31100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林〇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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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05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熊〇豪

31100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裴〇軒

311007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簡〇佑

311008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余〇喻

311009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吳〇穎

311011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黃〇龍

31101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邱〇森

31101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黃〇薇

311014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陳〇樂

311015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吳〇峯

31101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蘇〇涵

311017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林〇茂

311018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張〇詮

311020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吳〇廷

311021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吳〇原

31102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歐〇言

31102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蘇〇禎

311024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陳〇維

31102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張〇寧

311027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廖〇傑

311028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林〇苔

311029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葛〇賢

311031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郭〇媞

31103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林〇深

31103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朱〇漳

311039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梁〇騰

311040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鄒〇諭

311041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余〇諺

31104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張〇宸

31104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陳〇誌

311044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溫〇澐

311045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陳〇樸

311047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侯〇安

311048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簡〇霖

311049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一般生) 郝〇皓

321001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劉〇亭

32100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鄧〇沄

321004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廖〇傑

321005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陳〇楀

321008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陳〇楓

321010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陳〇樺

32101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一般生) 呂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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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01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維

331002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安

331003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宋〇源

331004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珅

331005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呂〇頡

331006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鄭〇翔

331007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嚴〇奕

331008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昱

331009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愷

331010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鄭〇仁

331011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吳〇興

331013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

331014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庭

331015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翰

331016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鈞

341001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吳〇陽

341002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裴〇軒

341003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吳〇翰

341004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廖〇傑

341005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陳〇珅

341006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黃〇龍

341007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楊〇昇

341008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陳〇群

342001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陳〇聲

351001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王〇淇

351002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黃〇鴻

351003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張〇維

351004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王〇瀚

351005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蔡〇運

351006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鍾〇哲

351007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張〇銓

351008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許〇陽

351009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郭〇清

351010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王〇洋

351011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廖〇翰

351012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張〇語

351013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林〇嫺

351014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一般生) 董〇

352001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在職生) 陳〇聲

352002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在職生) 朱〇瑄

352003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在職生) 張〇政

352004 科技學院碩士班聯合招生(在職生) 劉〇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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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01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施〇穎

361002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徐〇佑

361003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黃〇玟

361004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劉〇綺

361005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廖〇軒

361006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程〇豪

361007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楊〇淋

361008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謝〇澄

361009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許〇澤

361010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化學組(一般生) 余〇謙

371001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生物醫學組(一般生) 洪〇淳

371002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生物醫學組(一般生) 蘇〇聞

411001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魏〇屏

411002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孫〇霖

411003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芸

411004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柔

411005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庭

411006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涵

411007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藍〇婷

411008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馮〇雯

411009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邱〇琪

421001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施〇臻

421002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婷

421003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何〇瑜

421004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蓉

421005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謝〇宜

421006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田〇閤

421007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城

422001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李〇翔

422003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王〇耀

422004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在職生) 吳〇彥

43100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甘〇傑

43100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程〇茹

43100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苹

43100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嫻

43100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廷

43100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一般生) 歐陳〇彥

43200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郭〇佳

43200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吳〇真

43200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阮〇穎

43200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凃〇彤

43200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張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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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0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余〇憶

43200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謝〇蓁

43200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李〇琪

43200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儒

43201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在職生) 陳〇霖

44100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

44100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鍾〇宜

44100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余〇

44100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心

44100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狄〇庭

44100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孫〇雯

44100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琦

44100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彭〇惟

44101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謝〇筑

44101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妤

44101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葉〇彣

44101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江〇捷

44101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儀

44101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蕭〇文

44101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萱

44101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紀〇良

44101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蔡〇哲

44102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高〇鈺

44102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詹〇普

44102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黎〇璇

44102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鍾〇閔

44102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鄭〇尹

44102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伶

44102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葉〇妤

44102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林〇均

44102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蓉

44102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楊〇諠

44103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妍

44103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劉〇豪

44103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黃〇恩

44103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高〇雯

44103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帆

44103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君

44103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陳〇潔

44103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曹〇銘

44103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劉〇秀

44103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譚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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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4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綺

44104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蘇〇榛

44104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李〇儒

44104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一般生) 王〇諠

44200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張〇昕

44200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邱〇婷

44200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謝〇珊

44200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許〇禎

44200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張〇晴

44200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周〇伶

44200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邱〇緻

44200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黃〇凡

44200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汪〇宇

44201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楊〇諭

44201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施〇宇

44201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琪

44201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馬〇諦

44201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王〇真

44201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彭〇如

44201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饒〇涵

44201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欣

44201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吳〇平

44201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陳〇芳

44202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梁〇亭

44202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吳〇弘

44202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許〇豪

44202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汝

44202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陳〇欄

44202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鄧〇云

44202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陳〇文

44202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林〇叡

44202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胡〇心

44202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蔡〇婷

44203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吳〇盈

44203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朱〇霖

442032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丁〇瑄

44203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劉〇伶

44203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劉〇君

44203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王〇芬

44203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楊〇莉

442037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葉〇慈

451001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 張〇姍



准考證號 系所名稱 姓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12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審查通過之考生清單

452001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莊〇緣

511001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黃〇涵

511002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余〇蓓

511003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楊〇菁

511004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黃〇坤

511005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王〇章

511006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梁〇君

511007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 吳〇婷

512001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高〇恬

512002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 朱〇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