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第 1組 

面試日期：110年 10月 29日（星期五） 

面試地點：理學大樓化學系 1樓（36112）化學系會議室 

上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AM 8:1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AM 8:30開始面試。 

( 1 ) 4500018 潘琳薇 ( 2 ) 4500027 廖中豪 ( 3 ) 4500031 蔡佳燊 

( 4 ) 4500035 彭康舜 ( 5 ) 4500072 吳珆瑩 ( 6 ) 4500092 林芳瑜 

( 7 ) 4500108 楊雅婷 ( 8 ) 4500110 王昔文 ( 9 ) 4500115 游 淓 

(10) 4500119   黃義生 (11) 4500124 瞿昊廷 (12) 4500126 高宇彤 

(13) 4500128 林建騰 (14) 4500143 陳泳叡 (15) 4500146 侯欣妤 

(16) 4500147 江湘芸 (17) 4500152   吳嘉玲 (18) 4500159 連一蓉 

(19) 4500165 朱哲均 (20) 4500173   謝佳靜 (21) 4500194 周孟瑮 

下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PM 12:4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PM 1:00開始面試。 

(22) 4500006 張惇慈 (23) 4500016 高家謙 (24) 4500179   吳宛稜 

(25) 4500017 陳佳暐 (26) 4500026 王品琇 (27) 4500043 鄭婷云 

(28) 4500058 何宗翰 (29) 4500064 陳毓璇 (30) 4500066 陳佳渝 

(31) 4500088 劉芷瑄 (32) 4500094 黃莉芸 (33) 4500096 王曼雯 

(34) 4500102 黃紹瑜 (35) 4500116 鄭羽雯 (36) 4500123 黃凱湞 

(37) 4500127   陳鴻斌 

(40) 4500162   馮瑄 

(43) 4500184   林汶諭 

(38) 4500144   李亞璇 

(41) 4500166   張凱恩 

 

(39) 4500156   黃湘琳 

(42) 4500167   王貞雅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 

1. 考生需口頭報告專題研究成果及(或)未來研究方向 5~7分鐘。 

2. 面試時間每位 10分鐘為原則，包含面試委員問答 3~5分鐘。 

3. 每位考生口頭報告，以MS Powerpoint軟體報告為佳，檔案名稱為： 

(順序) 准考證號碼 姓名.pptx，例如：(29) 4510001 王小明.pptx， 

   並請於 10/28(四)中午 12點前，將檔案傳送至， 

   z10302042@email.ncku.edu.tw試場備有筆電、投影筆及投影機。 

mailto:z10302042@e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第 2組  

面試日期：110年 10月 29（星期五） 

面試地點：理學大樓化學系 2樓（36207）研討室 

上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AM 8:1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AM 8:30開始面試。 

( 1 ) 4500014 顏煜昇 ( 2 ) 4500009 蕭港玉 ( 3 ) 4500015 許庭瑋 

( 4 ) 4500020 陳冠莛 ( 5 ) 4500021 林冠含 ( 6 ) 4500038 吳岳翰 

( 7 ) 4500061 賴育貞 ( 8 ) 4500079 曾榆芳 ( 9 ) 4500114 邱金寶 

(10) 4500117 王意晴 (11) 4500120 王紫芳 (12) 4500125 許宸愷 

(13) 4500139   昌承燁 (14) 4500158   林謙 (15) 4500161 陳宗賢 

(16) 4500183 蕭郁蓉 

(19) 4500191 蕭文涓 

(17) 4500187 葉念羿 

(20) 4500195 俞茵茵 

(18) 4500188 鍾旻良 

(21) 4500202 胡博瑄 

下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PM 12:4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PM 1:00開始面試。 

(22) 4500007 蔡宇翔 (23) 4500010 呂祺諒 (24) 4500022 吳芷安 

(25) 4500024 卓書澤 (26) 4500025 汪聲瀚 (27) 4500041 林恩敬 

(28) 4500190 廖弈瑋 (29) 4500073 王俐旻 (30) 4500081 劉丞展 

(31) 4500083 江泓奕 (32) 4500085 呂橞雯 (33) 4500086 許斐茜 

(34) 4500091 黃旭良 (35) 4500101 廖政豪 (36) 4500112 高逸芸 

(37) 4500145 鄭絜玲 

(40) 4500175 張名揚 

(43) 4500196 廖婉宜 

(38) 4500155 李思嫻 

(41) 4500181 陳怡如 

(44) 4500199 林哲瑋 

(39) 4500169  白茹瑄 

(42) 4500193 林昀築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 

1. 考生需口頭報告專題研究成果及(或)未來研究方向 5~7分鐘。 

2. 面試時間每位 10分鐘為原則，包含面試委員問答 3~5分鐘。 

3. 每位考生口頭報告，以MS Powerpoint軟體報告為佳，檔案名稱為： 

(順序) 准考證號碼 姓名.pptx，例如：(29) 4510001 王小明.pptx， 

並請於 10/28(四)中午 12點前，將檔案傳送至

z10806001@email.ncku.edu.tw，試場備有筆電、投影筆及投影機。 

mailto:並請於10/31(四)中午12點前，將檔案傳送%20%20z8301004@email.ncku.edu.tw
mailto:並請於10/31(四)中午12點前，將檔案傳送%20%20z8301004@e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第 3組  

面試日期：110年 10月 29日（星期五） 

面試地點：理學大樓化學系 3樓（36307）研討室 

上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AM 8:1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AM 8:30開始面試。 

( 1 ) 4500011   洪源廷 ( 2 ) 4500047   蔡岑琳 ( 3 ) 4500028   楊婷喻 

( 4 ) 4500033   陳郁婷 ( 5 ) 4500036   徐承楷 ( 6 ) 4500050   蔡明錡 

( 7 ) 4500056 黃靖雯 ( 8 ) 4500063   楊哲 ( 9 ) 4500069   簡百慧 

(10) 4500071   許瑜玲 (11) 4500074   鄭宇彤 (12) 4500080   杜冠賢 

(13) 4500089   陳  霓 (14) 4500090   張光毅 (15) 4500099   陳士傑 

(16) 4500136 游冠博 

(19) 4500172   曾雅暄 

(17) 4500137   吳沛錤 

(20) 4500178   洪庭鈞 

(18) 4500149   程永葳 

(21) 4500180   吳而庭 

下午時段面試順序表： 

PM 12:45請準時至系主任室報到；PM 1:00開始面試。 

(22) 4500002   劉家均 (23) 4500023   楊婷雅 (24) 4500037   陳玅澐 

(25) 4500040   劉駿諺 (26) 4500045   羅卉芸 (27) 4500053   王虹棋 

(28) 4500055   劉沅瑾 (29) 4500059   郭衍廷 (30) 4500062   游翔宇 

(31) 4500065   盧慧君 (32) 4500082   王湘庭 (33) 4500087   王冠茹 

(34) 4500103   郭宇宸 (35) 4500106   童柏維 (36) 4500107   黃政嘉 

(37) 4500113   陳孟承 

(40) 4500138   陳昱勳 

(43) 4500164   吳宜蓁 

(38) 4500122   戴婉庭 

(41) 4500153   洪翔偉 

(44) 4500197   蔡佳珉 

(39) 4500132   陳永祈 

(42) 4500154   周薇琪 

 

 試相關注意事項： 

1. 考生需口頭報告專題研究成果及(或)未來研究方向 5~7分鐘。 

2. 面試時間每位 10分鐘為原則，包含面試委員問答 3~5分鐘。 

3. 每位考生口頭報告，以MS Powerpoint軟體報告為佳，檔案名稱為： 

(順序) 准考證號碼 姓名.pptx，例如：(29) 4510001 王小明.pptx， 

並請於 10/28(四)中午 12點前，將檔案傳送至

z8301004@email.ncku.edu.tw，試場備有筆電、投影筆及投影機。 

mailto:並請於10/31(四)中午12點前，將檔案傳送%20%20z8301004@email.ncku.edu.tw
mailto:並請於10/31(四)中午12點前，將檔案傳送%20%20z8301004@email.nc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