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吾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榜單 

報名證號 姓  名 報考系所 考試結果 備  註 

IN1006 黃○禓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正取 12名 

IN1001 邱○婷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9 王○閔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4 洪○堂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11 曾○吉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3 陳○如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7 曾○勛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10 孫○軒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8 賴○妹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2 柯○珍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05 林○珍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IN1013 黃○甄 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D1001 謝○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正取 

正取 5名 

MD1002 李○蓁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正取 

MD1003 蔡○玲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正取 

MD1004 呂○亦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正取 

MD1005 王○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正取 

MN1022 戴○瑩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正取 32名 

備取 9名 

MN1027 沈○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0 劉○銓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4 崔○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8 陳○儒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5 曾○瑾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醒吾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榜單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備  註 

MN1031 張○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正取 32名 

備取 9名 

MN1029 許○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3 林○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9 黃○如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2 陳○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5 吳○蓁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5 張○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0 郭○畇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4 古○進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7 陸○皓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3 陳○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40 李○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8 杜○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7 陳○羽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4 吳○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1 徐○棋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8 拔耐. ○妮○王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7 杜○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8 鄭○恩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6 曾○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34 阮○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3 簡○信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11 王○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09 黃○玲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MN1020 江○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醒吾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榜單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報名證號 備  註 

MN1016 郭○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正取 32名 

備取 9名 

MN1015 陳○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 

MN1036 何○文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2 

MN1032 謝○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3 

MN1003 劉○致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4 

MN1002 邱○捷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5 

MN1041 黃○瑜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6 

MN1039 張○茜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7 

MN1026 黃○彰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8 

MN1001 黃○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9 

TD1001 張○文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正取 10名 

TD1008 林○國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5 李○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10 林○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2 張○蘭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7 李○憲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9 曹○傑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3 阮氏○蘭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4 張○予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TD1006 魏○勇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正取 

共計 68名：正取生 59名、備取生 9名          

                                         
  

                               醒吾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1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