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班別 姓名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113020001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林O樺 2021.12.04(六) 上午10：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2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姜O泓 2021.12.04(六) 上午10：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3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張O翔 2021.12.04(六) 上午10：3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黃O龍 2021.12.04(六) 上午10：4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5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洪O珺 2021.12.04(六) 上午10：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6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陳O甫 2021.12.04(六) 上午10：5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7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陳O宏 2021.12.04(六) 上午11：0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8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PATRICK 

CHRIS 

JOMALEMA
2021.12.04(六) 上午11：1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20009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經營管理組 一般生 姚O馡 2021.12.04(六) 上午11：20 第三教學大樓四樓經管博碩班辦公室(T30408)

113040001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高O恆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40002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孫O晉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40003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尤O瑛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4000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陳O伃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40005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吳O嫻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40006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組 一般生 柯O彤 2021.12.03(五)
上午 11：45～12：10 

(先報到先面試)
第三教學大樓七樓航管系辦公室

113050001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土地管理與開發組 一般生曾O富                 2021.12.03(五) 上午9：50 第三教學大樓六樓土開系辦公室

113050002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土地管理與開發組 一般生張O如                 2021.12.03(五) 上午10：00 第三教學大樓六樓土開系辦公室

113050003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土地管理與開發組 一般生吳O遠 2021.12.03(五) 上午10：10 第三教學大樓六樓土開系辦公室

11305000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土地管理與開發組 一般生張O評 2021.12.03(五) 上午10：20 第三教學大樓六樓土開系辦公室

113060001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林O婷 2021.12.03(五) 下午1：2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 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長榮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面試報到時間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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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70001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潔 2021.12.03(五) 下午1：30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6 醫務管理學系辦公室

113090001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蕭O郁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2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高O淇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3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許O珊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4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侯O禎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5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潔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6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7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孔O函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8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戴O玲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09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吳O儒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10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李O安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11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李O萱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090012 護理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楊O微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二教學大樓七樓護理學系碩士班教室(T20752)

113100001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許O堯 2021.12.03(五) 上午9：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2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魏O瑩 2021.12.03(五) 上午9：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3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許O𡗓 2021.12.03(五) 上午9：4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4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陳O欣 2021.12.03(五) 上午9：4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5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鄒O翔 2021.12.03(五) 上午10：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6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黃O恩 2021.12.03(五) 上午10：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7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PATRICK 

CHRIS 

JOMALEMA
2021.12.03(五) 上午10：3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8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柯O吟 2021.12.03(五) 上午10：3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09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蕭O瀚 2021.12.03(五) 上午10：5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00010 安全衛生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楊O婷 2021.12.03(五) 上午10：5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五樓T20520)

11311000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謝O璁                 2021.12.03(五) 下午3：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2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吳O勳                 2021.12.03(五) 下午3：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3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魏O錡                 2021.12.03(五) 下午3：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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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0004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張O鎔                 2021.12.03(五) 下午3：2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5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許O淇                 2021.12.03(五) 下午4：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6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楊O童 2021.12.03(五) 下午4：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7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葉O妘                 2021.12.03(五) 下午4：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10008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陳O豪 2021.12.03(五) 下午4：00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聯合辦公室（第二教學大樓七樓T20762）

113120001 翻譯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何O秋 2021.12.03(五) 上午10：1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113120002 翻譯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吳O群 2021.12.03(五) 上午10：30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113130001 翻譯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張O仁 2021.12.03(五) 上午10：4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 翻譯學系辦公室

113140001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洪O翎 2021.12.03(五) 上午9：5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40002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林O君                 2021.12.03(五) 上午10：0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40003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方O珠 2021.12.03(五) 上午10：1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50001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林O瑛                 2021.12.03(五) 上午10：2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50002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劉O融 2021.12.03(五) 上午10：3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50003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鄭O梅 2021.12.03(五) 上午10：40 第一教學大樓一樓 社工系辦公室

113160001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王O成                 2021.12.03(五) 上午8：5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60002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林O堂 2021.12.03(五) 上午8：5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60003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譚O欽 2021.12.03(五) 上午9：0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60004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王O崴 2021.12.03(五) 上午9：0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60005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李O達 2021.12.03(五) 上午9：1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70001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在職生 陳O德                 2021.12.03(五) 上午9：10 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運動競技學系辦公室

113180001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一般生 陳O敏 2021.12.03(五) 上午10：2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180002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創作與立體造型組 一般生 黃O又                 2021.12.03(五) 上午10：30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190001 美術學系碩士班 水墨畫組 一般生 謝O蓁                 2021.12.03(五) 上午10：3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190002 美術學系碩士班 水墨畫組 一般生 林O綸                 2021.12.03(五) 上午10：40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190003 美術學系碩士班 水墨畫組 一般生 孫O瑄                 2021.12.03(五) 上午10：45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190004 美術學系碩士班 水墨畫組 一般生 郭O真                 2021.12.03(五) 上午10：50 第一教學大樓二樓T10201會議室

113200001 資訊暨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林O群 2021.12.03(五) 上午 9：50 第三教學大樓五樓資訊暨設計學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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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10001 神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高O西                 2021.12.03(五) 上午9：45 第一教學大樓六樓神學系辦公室

113210002 神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陳O彤                 2021.12.03(五) 上午10：10 第一教學大樓六樓神學系辦公室

113210003 神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張O敏                 2021.12.03(五) 上午10：45 第一教學大樓六樓神學系辦公室

113210004 神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柯OO富 2021.12.03(五) 上午11：10 第一教學大樓六樓神學系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