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班別 姓名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時間 面試報到地點

001010001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范O鈞 2021.03.13(六) 上午 9：20 上午 9：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2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江O駿 2021.03.13(六) 上午 9：20 上午 9：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3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趙O博 2021.03.13(六) 上午 9：20 上午 9：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4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高O凱 2021.03.13(六) 上午 10：00 上午 10：1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5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李O道 2021.03.13(六) 上午 9：30 上午 9：4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6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呂O如 2021.03.13(六) 上午 9：30 上午 9：4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7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簡O材 2021.03.13(六) 上午 9：40 上午 9：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8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阮O娟                 2021.03.13(六) 上午 9：50 上午 10：0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09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李O儒 2021.03.13(六) 上午 9：40 上午 9：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0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魏O翔 2021.03.13(六) 上午 10：10 上午 10：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1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柯O夆 2021.03.13(六) 上午 10：10 上午 10：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2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盧O源 2021.03.13(六) 上午 10：00 上午 10：1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3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林O廷 2021.03.13(六) 上午 10：00 上午 10：1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4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黃O輝 2021.03.13(六) 上午 9：40 上午 9：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5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黃O佾 2021.03.13(六) 上午 9：30 上午 9：4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6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蔡O芳 2021.03.13(六) 上午 9：50 上午 10：0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7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邱O維 2021.03.13(六) 上午 9：50 上午 10：0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8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林O廷 2021.03.13(六) 上午 10：10 上午 10：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19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吳O寰 2021.03.13(六) 上午 10：20 上午 10：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20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曾O德 2021.03.13(六) 上午 10：20 上午 10：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10021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杜O綸 2021.03.13(六) 上午 10：20 上午 10：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T30410教室

001020001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莊O政 2021.03.12(五) 下午2：00 下午2：1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2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李O萱 2021.03.12(五) 下午2：00 下午2：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3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洪O城 2021.03.12(五) 下午2：20 下午2：4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4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許O料 2021.03.12(五) 下午2：20 下午2：5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5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吳O億 2021.03.12(五) 下午2：40 下午3：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6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劉O平 2021.03.12(五) 下午2：40 下午3：1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7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周O哲                 2021.03.12(五) 下午3：00 下午3：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8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洪O越                 2021.03.12(五) 下午3：00 下午3：3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020009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胡O文                 2021.03.12(五) 下午3：00 下午3：4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准考證號碼 班別 姓名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時間 面試報到地點

00103000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張O歆 2021.03.12(五) 上午8：45 上午9：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2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陳O 2021.03.12(五) 上午8：45 上午9：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3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林O忠 2021.03.12(五) 上午8：45 上午9：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4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陳O堯 2021.03.12(五) 上午8：45 上午9：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5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周O琪 2021.03.12(五) 上午10：15 上午10：3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6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陳O萍                 2021.03.12(五) 上午10：15 上午10：3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30007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組陳O鈿                 2021.03.12(五) 上午9：30 上午10：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4000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職場健康促進組陳O雯 2021.03.12(五) 上午9：30 上午10：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050001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李O恩 2021.03.12(五) 下午1：20 下午1：3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2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錢O歆                 2021.03.12(五) 下午1：20 下午1：4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3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李O蓉                 2021.03.12(五) 下午1：30 下午1：5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4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邵O錩                 2021.03.12(五) 下午1：30 下午2：0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5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葉O緯 2021.03.12(五) 下午1：40 下午2：1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6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蕭O騰 2021.03.12(五) 下午1：50 下午2：2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7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林O燕 2021.03.12(五) 下午2：00 下午2：3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8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顏O芸 2021.03.12(五) 下午2：10 下午2：4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09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陳O義 2021.03.12(五) 下午2：20 下午2：5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10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陳O宗 2021.03.12(五) 下午2：30 下午3：0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11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吳O芬 2021.03.12(五) 下午2：40 下午3：1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50012 應用社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陳O志 2021.03.12(五) 下午2：50 下午3：20 行政大樓6樓 第三討論室

001060001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林O谷 2021.03.12(五) 上午10：40 上午11：0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2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陳O宏 2021.03.12(五) 上午10：45 上午11：06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3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王O誼 2021.03.12(五) 上午11：30 上午11：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陳O誠 2021.03.12(五) 上午11：35 上午11：56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5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郭O紳 2021.03.12(五) 上午11：40 中午12：02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6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李O梵 2021.03.12(五) 上午10：50 上午11：12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7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黃O瑋 2021.03.12(五) 上午10：55 上午11：18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8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胡O豪 2021.03.12(五) 上午11：45 中午12：08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09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楊O堯 2021.03.12(五) 上午11：00 上午11：24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060010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陳O銘 2021.03.12(五) 上午11：10 上午11：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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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60011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鄧O禎 2021.03.12(五) 上午11：15 上午11：36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 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001120001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晨                 2021.03.12(五) 　上午9：20 上午9：4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001120002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黃O和 2021.03.12(五) 　上午9：30 上午9：5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001120003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郭O玲 2021.03.12(五) 　上午9：40 上午10：0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001120004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林O蓉 2021.03.12(五) 　上午9：50 上午10：1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001130001 護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吳O勳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1：30 ~ 2：0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30002 護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陳O綺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4：25 ~ 4：33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1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臻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1：30 ~ 2：0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2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劉O茹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1：30 ~ 2：0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3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葉O鈴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1：30 ~ 2：0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4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林O羽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05 ~ 2：3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5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張O倫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15 ~ 3：4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6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文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05 ~ 2：3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7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蔡O廷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05 ~ 2：3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8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楊O欽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40 ~ 3：1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09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吳O娟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15 ~ 3：4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0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戴O玲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40 ~ 3：1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1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林O茵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40 ~ 3：1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2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卓O萍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40 ~ 3：1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3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王O儀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2：05 ~ 2：3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4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童O涵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15 ~ 3：4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5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李O瑛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50 ~ 4：2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6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王O君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50 ~ 4：2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7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李O萍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50 ~ 4：2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8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劉O姍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50 ~ 4：20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40019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蘇O沛 2021.03.12(五) 下午12：45 下午3：15 ~ 3：45 二教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001150001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邱O琳                 2021.03.12(五) 下午1：20 下午1：3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150002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任O靜 2021.03.12(五) 下午1：20 下午1：4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150003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張O益 2021.03.12(五) 下午1：40 下午1：5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001150004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張O萍 2021.03.12(五) 下午1：40 下午2：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5樓T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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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6000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王O懿 2021.03.12(五) 上午8：45 上午9：00起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001170001 翻譯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郭O昀 2021.03.12(五) 上午9：45 上午10點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001170002 翻譯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黃O涵 2021.03.12(五) 上午9：45 上午10點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001180001 翻譯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李O甄                 2021.03.12(五) 上午9：45 上午10點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001180002 翻譯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吳O寰 2021.03.12(五) 上午9：45 上午10點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001190001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洪O惠 2021.03.12(五) 上午8：50 上午9：0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會工作學系辦公室

001210001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陳O任                 2021.03.12(五) 上午9：10 上午9：3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10002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盧O松 2021.03.12(五) 上午9：40 上午10：0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10003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陳O允                 2021.03.12(五) 下午1：10 下午1：3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10004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顏O恩 2021.03.12(五) 上午10：10 上午10：3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20001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郭O杰 2021.03.12(五) 上午10：40 上午11：0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20002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宇 2021.03.12(五) 上午11：10 上午11：3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20003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楊O淞 2021.03.12(五) 下午1：40 下午2：0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001230001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薛O歸 2021.03.12(五) 上午10：25 上午10：30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30002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朱O慧                 2021.03.12(五) 上午10：30 上午10：37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30003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蔣O庭 2021.03.12(五) 上午10：40 上午10：44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30004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雷O忻 2021.03.12(五) 上午10：45 上午10：51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30005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陳O臻 2021.03.12(五) 上午10：50 上午10：58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30006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池O喆 2021.03.12(五) 上午11：00 上午11：0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40001 美術學系碩士班 水墨畫組 吳O恩 2021.03.12(五) 上午11：05 上午11：12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美術學系(所)辦公室

001260001 神學系碩士班 劉O淑惠                2021.03.12(五) 下午3：50 下午4：00 行政大樓七樓 神學系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