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 

錄取生報到須知 

 ＊恭喜您錄取！竭誠歡迎您入學本校~ 

錄取生(正、備取生)報到相關資訊 

一、報到方式：採傳真報到與現場報到兩種方式。 

 1.傳真報到:填寫錄取生報到(就讀)意願切結書暨「新生基本資料表」後，傳真並電話確認。

 （傳真號碼：08-7623552    電話號碼：08-7624002轉分機1511、1512、1525） 

  2.現場報到：填寫錄取生報到(就讀)意願切結書暨「新生基本資料表」，攜至本校註冊組報 

到，亦可委託親友報到。錄取生報到(就讀)意願切結書暨「新生基本資料表」 

下載網址:   

       http://a22.tajen.edu.tw/files/11-1022-2972.php 

二、報到時間：（上午8:00~下午17:00，不含週六、日） 

  1.正取生報到時間：103/05/21（星期三）起至103/05/27（星期二）止。 

  2.備取生報到時間：103/05/28(星期三)起至103/05/30(星期五)止。若有缺額，即由備取

生依序遞補。 
 

 

錄取生注意事項 

1.錄取生須於規定時間(網頁公告)內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論，缺額 

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不得異議。 

2.錄取生完成報到後，另依本校註冊通知（預定 7 月中旬寄發）辦理註冊手續；畢業證書或同等 

學力正本(即為入學文件)請以掛號郵寄或親自繳交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存查。逾期未註冊及文 

件不齊全者取消錄取及入學資格，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3.一般研究生、在職研究生及在職專班生學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準比照本校大學部。 

4.註冊資訊網：http://a22.tajen.edu.tw/files/11-1022-2012.php 

5.聯絡電話：總機：08-7624002~5 轉分機 1511、1512、1525 

6.郵寄地址：90741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路 20 號(大仁科技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103 學年度錄取生報到(就讀)意願聲明： 

      本人參加  貴校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招生，經錄取 

為               所新生。本人經慎重考慮結果，願意就讀，並依學校規定辦理報

到及註冊入學，本人已充分瞭解且同意遵照規定，如違反規定將取消錄取資格，特

此聲明。 

          此     致 

          
                                       錄取生簽名：                 

                                    聲明日期： 103 年    月    日         
新生基本資料表 

錄取生入學管道：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獨招考試) 

備註：1.※欄位，若不明確或沒有可不填。 
      2.教務處註冊組 Fax:08-7623552；Tel:08-7624002 轉 1511、1512、1525 

姓名  入學身分 
1.碩士班□一般生□在職生 

2.□碩士在職專班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行動電話  出生地       省(市)         縣 

入學前學歷                學校            系/科      年     月  □畢業 □肄業 

※入學前級別 
□大學  □學院四技   □學院二技  □五專   □二專  □其他同等學歷比敘                  

□高中(普通科) □高中(職業類) □高中(綜高部) □同等學歷比敘高中職 

□高職(普通科) □高職(職業類) □高職(綜高部) □高級進修學校(補校) 

通訊處 □□□□□                               電話：（   ） 

戶籍地 □□□□□                               電話：（   ） 

e-mail  

家長或監護人        關係： 聯絡電話  

【特殊身分】 

僑生(僑居地)  外籍生(國別)  

原住民族籍別               例：阿美族 退伍生 
入伍時間： 

退伍時間： 

身心障礙類別 例：視障 大仁推薦老師  

請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製藥科技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製藥 01 莊傳嶽 一般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7 張翌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3 朱瓊慧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5 陸玟伶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8 范景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2 王基山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1 鄭凱元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8 林憶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3 趙順榮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1 許有讓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2 謝昌達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4 范月貌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1 莊英良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9 藍孟宏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5 簡麗娥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0 黃任成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4 謝明煌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0 陳思豪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6 陳儷尹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9 林啟一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7 謝忠德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16 陳志明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7 趙瑞平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3 蔡宛芯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2 蔡沛瑾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04 陸瑛中 在職專班生 正取 

製藥專班 25 顧煜鎣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境管理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環管 02 陳郁文 一般生 正取 

環管在職 02 孟育玲 在職生 正取 

環管在職 03 黃文峯 在職生 正取 

環管在職 01 陳淑芬 在職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6 周采芃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9 江文中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6 蕭雅丰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1 曾湘坤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2 鄭雅壬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7 沈英俊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3 王秀如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9 林玲瑩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1 蔡怡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4 謝雪琴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0 吳虹瑩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4 鄭秀菊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8 張寀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8 李博男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7 陳孟詢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7 丁姿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9 鄭鈺蓉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5 林宏叡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4 張甄真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3 周世東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5 鄭米宏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8 林淑寬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3 林玫玲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2 林俊龍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11 李世偉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06 黃熾勳 在職專班生 正取 

環管在職專班 22 何宗鍵 在職專班生 備取 1 

環管在職專班 20 王瑋國 在職專班生 備取 2 

 

 

生物科技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生科 03 謝明旭 一般生 正取 

生科 01 林威任 一般生 正取 

生科 02 蕭振言 一般生 正取 

 

 

休閒事業管理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休閒 02 李子魁 一般生 正取 

休閒 01 陳薇絨 一般生 正取 

休閒 04 陳彤瑒 一般生 正取 



休閒 03 黃梓育 一般生 正取 

休閒在職 03 謝仁瑋 在職生 正取 

休閒在職 04 周淑娟 在職生 正取 

休閒在職 01 蔡漢忠 在職生 正取 

休閒在職 02 陳淑麗 在職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4 黃夕珍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5 陳姿均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6 陳敏慧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8 葉佳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1 張文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9 洪淑雯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3 高淑芳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2 黃淑芬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7 吳幸芬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8 謝侑倫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6 黃淑雲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4 楊素美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8 施嚮琴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1 洪鈴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2 林聖翰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7 林文正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3 蔡慧貞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5 洪梅芳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0 許哲君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7 蔡昌悅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1 葉晉良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02 陳彥廷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5 黃湧捷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6 李彥鋒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24 楊宏鈺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30 謝秀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休閒在職專班 10 陳明軒 在職專班生 正取 

 

 

食品科技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食科 02 蔡幸儒 一般生 正取 

食科 01 林桂如 一般生 正取 

食科專班 01 陳雅萍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報考身份 錄取結果 

文創專班 24 利宛倫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0 王玉霞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7 高靜嫺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8 黃敏惠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5 黃暐嘉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6 賴銀明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3 黃茜蔓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2 高秀玉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7 黃善振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1 林雅玲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8 謝依錦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4 何育繐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1 邱怡莊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1 李儀芳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9 郭淑芬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9 林雪婷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3 陳育宗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2 林志成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30 阮宣菱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5 陳俊昌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8 曾維廣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5 蕭名材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7 林芬櫻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6 林文龍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6 何瑞軒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04 劉思邑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2 謝宛臻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9 郭博昇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13 謝秋華 在職專班生 正取 

文創專班 20 江哲元 在職專班生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