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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10017 鄭芸瑋 備取 4 801010024 呂家恩 備取 5 

801010022 陳沛瀅 備取 6 801010006 柯育鎮 備取 7 

801010025 陳映均 備取 8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戲曲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2010001 洪瑞瑜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4 余欣怡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5 胡盛鈞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6 黃韻諭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7 何郁柔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8 林妍希 得參加複試 

802010009 劉諟謙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0 陳乃蒨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1 孫薇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2 林宛怜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3 洪郁萱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4 唐于文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5 熊若芸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6 趙育萱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7 許媁涵 得參加複試 802010018 李欣怡 得參加複試 

802010020 廖紜慧 得參加複試 802010021 張皓 得參加複試 

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3010001 黃晏柏 得參加複試 803010002 莊台伶 得參加複試 

803010004 李瑄容 得參加複試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4010001 邱筱婷 得參加複試 804010002 劉曄 得參加複試 

804010003 吳立妍 得參加複試 804010004 古捷安 得參加複試 

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5010001 張博翔 正取 805010002 范嘉聖 正取 

805010003 莊錦華 正取 805010004 趙世儒 正取 

805010005 陳聖文 正取 805010018 周揚哲 正取 

805010019 胡悅慈 正取 805010021 徐逸誠 正取 

805010023 蘇祐慶 正取 805010027 李文成 正取 



11 
 

805010011 傅慶中 備取 1 805010022 許子珩 備取 2 

805010015 吳紹華 備取 3 805010020 鄭傑云 備取 4 

805010009 張蘊淨 備取 5 805010014 陳香君 備取 6 

805010017 陳柏安 備取 7 805010012 王宥程 備取 8 

805010013 李怡萱 備取 9 805010016 張芷瑄 備取 10 

805010007 王銘傳 備取 11 805010026 洪靖軒 備取 12 

805010025 凌鈺婷 備取 13 805010006 翁璽鈞 備取 14 

805010010 陳俞安 備取 15 
   

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無人報名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6010001 張慈彧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2 孔妍婷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4 白顏慈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5 江琪薇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6 林采樺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7 謝明瑾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8 曾建舜 得參加複試 806010009 李思源 得參加複試 

806010010 許正諺 得參加複試 806010011 陳桂梅 得參加複試 

806010014 陳沛佐 得參加複試 806010015 吳珮羽 得參加複試 

806010017 王瀧毅 得參加複試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7010001 林柏璋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2 鄭琇心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3 吳芷宜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4 陳珈鈞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5 黃子臻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6 徐國銘 得參加複試 

807010007 姚登翔 得參加複試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准考證號 姓名 備註 

807020001 吳珮瑩 得參加複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