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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5 月 24日
發文字號：中教發字第 1110700622 號

主旨：公告本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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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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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驊(511100003) 楊蘊辰(511100004)

備取

蔡文婷(511100005)

伍名
黃贊蒼(511100008) 翁秋蘭(511100001)

吳俊霖(511100010)

陳志清(511100002) 李芯薇(511100007)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李靜慧(512100002)

備取

壹名
黃慧怡(512100001)

臨床醫學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參名
王愷君(593100002) 郭雨萱(593100003)

備取

王呈綱(593100037)

肆名
謝明芸(593100028) 高理鈞(593100004)
鄭舒帆(593100020)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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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才揚(593100029)

正取

參名
張育銘(593100031) 林仲俞(593100032)

備取

蘇冠仁(593100034)

肆名
謝明芸(593100028) 陳品蓁(593100013)

黃丞聰(593100005)

鄭舒帆(593100020)

化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辛岳翰(593100006) 林佩萱(593100015)

王俊傑(593100021)

許智揚(593100038)

物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王登其(593100016) 江少云(593100017)

李洋昊(593100018)

黃裕雄(593100022) 黃勝吉(593100030)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林旼叡(593100008)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備取

陸名
魏伊萍(593100007) 曾秉軒(593100009)

曾秉彥(593100010)

許魯信(593100014) 曾文歆(593100019)

林明慧(593100033)

陸名
謝明芸(593100028) 郭芳秀(593100025)

陳品蓁(593100013)

高理鈞(593100004) 黃丞聰(593100005)

鄭舒帆(593100020)

醫學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邱彥瑋(593100001) 鄭韻文(593100011)
葉承熙(593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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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至遠(593100035)

備取

伍名
謝明芸(593100028) 郭芳秀(593100025)

林才揚(593100029)

黃丞聰(593100005) 鄭舒帆(593100020)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肆名
陳琳樺(593100024) 朱育廷(593100026)

曾郁凱(593100027)

林逸鴻(593100036)

備取

參名
陳品蓁(593100013) 林才揚(593100029)

鄭舒帆(593100020)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康冠敏(594100002) 謝承翰(594100009)

王士逢(594100011)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參名
林福龍(594100003) 陳毓霖(594100007)

江欣(594100018)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莊柏(594100004) 吳明杰(594100006)
余承翰(594100014)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博士班
正取

貳名
鍾木三(594100013) 王聖全(594100020)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壹名
呂郁賢(594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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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594100010)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壹名
黃怡文(59410001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柒名
李維鈞(538100001) 李岱恩(538100002)

莊閔鈞(538100003)

許峻瑋(538100004) 呂承祐(538100005)

黃治尹(538100006)

吳丞弼(538100007)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陳冠妤(594100008) 林旻杰(594100016)

王郁評(594100019)

陳惠雯(594100021) 呂鈞傑(594100022)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備取

陸名
張欽富(541100001) 李孟諺(541100006)

葉延儀(541100008)

楊易修(541100013) 林柏洋(541100019)

劉潤群(541100024)

陸名
李信儒(541100023) 黃芃尋(541100012)

賴安祺(541100002)

陳佳豪(541100021) 戴甄儀(541100020)

阮婷憶(541100010)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張偉洲(571100003) 蘇佩虹(571100004)

備取

唐苡甄(571100006)

參名
賴玉丹(571100007) 蔡秀貞(571100005)

陳惠貞(571100002)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博士班
正取

捌名 (同分增額壹名)
蘇斌慶(579100001) 李建興(579100002)
4

李文雄(579100003)

李忠軒(579100004) 阮婷憶(579100005)

張世明(579100008)

許世豪(579100010) 許威(579100013)

備取

陸名
林志憲(579100012) 黃正忠(579100007)

陳正和(579100006)

郭欣蕙(579100009) 林明賢(579100011)

曾肇仁(579100015)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陸名 (同分增額壹名)
徐湛(542100001) 高子平(542100002)
彭季堯(542100006) 黃馨儀(542100007)

備取

柯竣仁(542100003)
薛聿棠(542100008)

壹名
黃景光(542100009)

財務管理學系博士班
正取

參名
彭建霖(543100001) 林冠宏(543100002)

柯敦耀(543100003)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伍名
賴政宏(544100001) 鄧莞莞(544100005)

黃芃尋(544100006)

王聖源(544100007) 鄭涵(544100008)

備取

貳名
詹淯淇(544100009) 吳承峻(544100004)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官函霓(545110001) 范哲瑄(545110002)

乙組 正取

貳名

黃婉菁(545220001) 歐蕙禎(545220002)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班
正取

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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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岳誌(545110003)

張育銘(595100002) 蘇以理(595100011)

吳虹儀(595100012)

李良相(595100016) 柯姿儀(595100017)

備取

貳名
蘇冠仁(595100014) 曾兆玄(595100018)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正取

貳名
宋承恩(595100004) 魏伊萍(595100005)

備取

貳名
蘇冠仁(595100014) 曾兆玄(595100018)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正取

肆名
蔡博安(595100007) 王馨儀(595100008)

毛靜雯(595100010)

羅時興(595100013)

備取

貳名
蘇冠仁(595100014) 曾兆玄(595100018)

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貳名
黃淑強(595100001) 蔡明廷(595100006)

備取

貳名
蘇冠仁(595100014) 曾兆玄(595100018)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正取

參名
張鈞凱(595100003) 洪兮雯(595100009)

備取

貳名
蘇冠仁(595100014) 曾兆玄(595100018)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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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耀聰(595100015)

李柏誼(500110001) 彭婉菁(500110003)

備取

貳名

歐陽仁傑(500110002)

乙組 正取

郭俊麟(500110005)

參名

莊文龍(500120001) 吳鴻欽(500120002)

丙組 正取

林怡利(500120004)

參名

李柏誼(500130001) 許俊仁(500130002)

備取

尤政國(500110004)

王人禾(500130003)

貳名

林怡利(500130006) 黃凱(500130004)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

肆名
王睿賢(501100001) 陳暄甯(501100004)

鄧峻丞(501100006)

古承玉(501100007)

備取

參名
蔡芳旻(501100002) 王槐仁(501100003)

吳昀霖(501100005)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 正取

貳名 (缺額壹名流用至乙組)

林岱琳(504110002) 黃勝吉(504110003)

乙組 正取

柒名 (增額壹名由甲組流用)

趙敏安(504120002) 蘇亮甄(504120003)

吳嘉隆(504120004)

林芝旭(504120007) 貝若桑.甦給那笛米(504120008)
王銘瑋(504120010) 吳其羲(504120015)

備取

參名

陳美蓁(504120011) 鄧筱蓉(5041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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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璉(5041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