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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義守大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教招公字第F1061106002號

主旨：公告本校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錄

　　　取名單。

依據：本校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簡章規定暨招生

　　　委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第二階段成績業已評

　　　定，並經本校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委員會決議錄取。

　二、本階段博碩推甄招生共計錄取博士班正取生5人，備取生3人

　　　；碩士班正取生36人，備取生40人，各系所第二階段正備取

　　　生錄取名單請參閱附件一。

　三、成績複查一律採書面限時掛號郵寄方式，申請時間至106年

　　　11月28日 (星期二) 截止收件 (以郵局郵戳為憑)。詳細辦

　　　法請參閱簡章內容第23-24頁。

　四、本招生考試所有正、備取生，於106年12月04日(星期一)09

　　　:00至106年12月18日(星期一)17:00前，至本校網路報到系

　　　統填寫就讀意願後，並依規定郵寄繳件資料。詳細報到方式

　　　請參閱附件二或參見簡章內容第拾壹節、報到(24-25頁)。

　五、凡106學年度各大學或獨立學院應屆畢業生報考經錄取者，

　　　若於107年9月7日(星期五)前其報考學力資格尚未取得者，

　　　未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規定，

　　　本校得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

　　　留學籍。



 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錄取名單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1020 博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102001 何○洋 正取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1070 博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107001 顏○斌 正取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1370 博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137001 洪○傑 正取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1821 博士班 管理博士班 管理組 7182102 汪○婷 正取

1821 博士班 管理博士班 管理組 7182101 林○雄 備取第 1 名

1821 博士班 管理博士班 管理組 7182103 張○昌 備取第 2 名

1822 博士班 管理博士班 財金組 7182202 張○昌 正取

1822 博士班 管理博士班 財金組 7182201 邵○茹 備取第 1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3 陳○中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7 張簡○臣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6 曾○惟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4 蔡○廷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15 林○諺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10 林○嶔 正取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16 吳○芸 備取第 1 名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14 謝○哲 備取第 2 名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2 楊○宇 備取第 3 名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18 尤○宏 備取第 4 名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1 陳○興 備取第 5 名

2020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7202009 朱○立 備取第 6 名

管理博士班　博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博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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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錄取名單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02 梁○忠 正取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14 黃○勳 正取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10 王○璋 正取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08 許○欽 正取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13 王○煜 正取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04 林○旭 備取第 1 名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01 趙○澤 備取第 2 名

2030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7203009 黃○邦 備取第 3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40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7204001 陳○人 正取

2040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7204003 林○諭 正取

2040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7204004 蔡○諺 正取

2040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7204006 黃○聖 備取第 1 名

2040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7204007 盧○任 備取第 2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60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7206001 陳○名 正取

2060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7206007 謝○凌 正取

2060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7206005 王○璋 正取

2060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7206006 陳○至 備取第 1 名

2060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7206004 黃○倫 備取第 2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25 蔡○庭 正取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7 蘇○瑾 正取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6 王○恩 正取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2 符○元 正取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8 劉○君 正取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碩士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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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錄取名單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5 簡○育 正取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6 吳○峻 備取第 1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1 林○丞 備取第 2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4 劉○均 備取第 3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21 蔡○名 備取第 4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0 曾○恩 備取第 5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22 周○杏 備取第 6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13 莊○倫 備取第 7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20 滕○雄 備取第 8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2 楊○人 備取第 9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23 陳○毅 備取第 10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4 江○緯 備取第 11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9 吳○儒 備取第 12 名

2070 碩士班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7207003 許○博 備取第 13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09 郭○妙 正取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11 曾○齊 正取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02 蘇○毓 正取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10 何○程 正取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08 劉○濡 備取第 1 名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03 吳○毅 備取第 2 名

2370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7237007 許○欽 備取第 3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8 蘇○皓 正取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3 郭○婷 正取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6 邱○芬 正取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13 張○婷 備取第 1 名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碩士班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碩士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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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錄取名單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9 莊○軒 備取第 2 名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2 李○辰 備取第 3 名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12 吳○彰 備取第 4 名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01 李○諺 備取第 5 名

2500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250011 何○諺 備取第 6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04 王○涵 正取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07 吳○ 正取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03 李○毅 正取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05 林○柔 備取第 1 名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12 謝○靜 備取第 2 名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10 李○臻 備取第 3 名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01 林○玉 備取第 4 名

2510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7251011 鍾○芳 備取第 5 名

系所代碼 班別 系所名稱 組別 准考證號 中文姓名 名次

2820 碩士班 管理碩士班 7282004 王○涵 正取

2820 碩士班 管理碩士班 7282002 蔡○堯 正取

2820 碩士班 管理碩士班 7282006 吳○霆 正取

以下空白

管理碩士班　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　碩士班

附件一

4



 

107 學年度博碩士班推薦甄試 

報到注意事項 

一、 成績複查申請至 10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止，一律採書面限時掛號郵寄方式。詳細

辦法請參閱簡章內容第 23-24 頁。 

二、 報到程序：所有正、備取生需上網登錄填寫就讀意願及通訊寄件手續，未依規定時間

內辦理報到者，正取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備取生視同放棄遞補資格。 

(一) 所有正、備取生接獲本通知單後，於106年12月04(星期一)上午9:00至106年12月18

日(星期一)下午5:00前，至本校網路報到系統(本校首頁www.isu.edu.tw→招生資訊→

博碩士班推薦甄試→網路報到)登錄填寫就讀意願後，並依規定郵寄繳件資料。 

(二) 規定繳件資料： 

錄取資格 就讀意願 報到系統登錄請選 繳交文件 繳交方式 

正取生 願意就讀 正取生願意就讀 
1. 就讀意願書。 

2. 學歷證明(正本)

或缺學歷證明切

結書。 

106年12月18日(星期一)前 

(擇一) 

1. 現場繳交至本校校本部

招生組【行政大樓3F】。 

2. 以限時掛號寄至『8400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

段1號  義守大學博碩士

班推薦甄試招生委員會』

收。 
※學歷證明將採現場繳驗。 

備取生 等候遞補 願意等候遞補 

正取生 放棄錄取 自願放棄錄取 

1. 放棄就讀意願書 

備取生 放棄遞補 自願放棄遞補資格 

                                 

三、 欲申請提前 2 月入學者，請先至招生組完成學歷驗證後，於 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前逕向各系所提出入學申請(申請表格請於本簡章附件十二(p.58)，並至教務處註冊組辦

理註冊入學手續。若已申請提早入學者，屆時因故無法提前入學，應於上課日(107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前主動與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聯繫，否則以取消入學資格論。 

四、 若無法於報到時間內至本校招生組繳驗學歷證明文件正本者，須填『缺學歷證明切結書』

並於 107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至 107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前至本校招生組繳驗學歷證明文

件正本。申請提早 2 月份入學之錄取生，須於 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前完成繳驗。若

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者或經查驗報考資格不符者，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五、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請於報到時 (最遲須於 107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上述時間繳驗以下

資料，否則將不准予入學： 

1.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須為中或英文版驗證)； 

2.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 (須為中或英文版驗證)； 

3.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證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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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取生未依規定時間內登錄就讀意願或報到後放棄者，其缺額先由已完成報到之備取

生，依名次遞補，本校將以書面及電話依成績高低順序通知已報到取得遞補資格之備取

生進行遞補。再有缺額但已無備取生可遞補，則將由 107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及碩士

班入學考試招足。 

七、 若該系所之本階段未報到之正、備取生，欲就讀本校博碩士班，需至本校招生組提出申

請，等候全部已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之考生遞補後，再有缺額時，依正、備取生名次進

行遞補，並公告遞補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 

八、 106 年 12月 26 日(星期二)前將於本校招生網頁(http://www.isu.edu.tw/→點選「招生資訊」) 

公告報到後之第一次備取生遞補名單並寄發「遞補錄取通知單」。後續相關遞補作業將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 

九、 註冊相關事宜將於 8 月中旬另行以郵件通知（屆時請多留意家中郵件），錄取生地址異

動請隨時告知本組，未按時完成註冊手續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十、 本校＜校本部＞地址：8400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號。 

   招生組諮詢電話(07)6577711轉213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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