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4 2110010056 梁祐銓

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8 2110010175 趙子棋

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18 2110010114 林文淵

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24 2110010158 呂亞縉

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25 2110010338 林明輝

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32 2110010027 黃柏澔

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37 2110010005 張晏愷

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39 2110010108 陳柏盛

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40 2110010252 鄧德瑋

1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42 2110010142 吳柏緯

1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45 2110010179 徐懿志

1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47 2110010090 黃柏叡

1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52 2110010104 洪一及

1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1 2110010004 林宗儒

1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4 2110010020 劉家逢

1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5 2110010263 林育任

1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2 2110010186 潘泓睿

1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6 2110010178 翁子晉

1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8 2110010247 陳友聖

2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9 2110010171 林軒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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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34 2110010074 王軍翔

2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36 2110010192 陳家瑜

2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38 2110010352 劉宇軒

2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42 2110010223 張洺碩

2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44 2110010281 雷子潁

2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55 2110010283 歐育承

2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59 2110010093 雍惟傑

2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60 2110010275 李千豪

2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61 2110010211 蔡碩人

3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63 2110010276 徐瑞佑

3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67 2110010133 宋忠軒

3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73 2110010024 歐陽全勇

3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75 2110010109 賴沛銓

3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76 2110010075 曾俊瑋

3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77 2110010322 陳志瑜

3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79 2110010053 張簡光哲

3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80 2110010130 吳佳達

3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81 2110010291 蔣政育

3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82 2110010297 余昶樺

4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0 2110010111 余俊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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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1 2110010337 朱祈暉

4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2 2110010117 莊正中

4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3 2110010193 黃皇豪

4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8 2110010318 劉培京

4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9 2110010112 蔣凌雲

4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00 2110010041 吳冠穎

4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03 2110010061 鄧伯丞

4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04 2110010355 李瀧琦

4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09 2110010049 鄭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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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0 2110020040 吳柄諭

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3 2110020251 陳亮宇

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2 2110020168 李怡靚

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3 2110020058 邱岳平

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4 2110020245 楊登翔

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5 2110020095 劉禧萱

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 2110020100 呂威翰

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3 2110020027 吳姿瑩

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0 2110020133 楊君安

1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2 2110020005 林偉峰

1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5 2110020042 張瓊月

1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1 2110020171 康哲維

1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3 2110020197 吳家靜

1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7 2110020262 邱奕璟

1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6 2110020146 林妤真

1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8 2110020003 徐繹翔

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5 2110020097 劉展銓

1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3 2110020023 高瑄

1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4 2110020134 王毓欽

2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5 2110020011 葉智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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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2 2110020240 葉樺

2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4 2110020149 林建安

2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5 2110020213 林凱威

2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6 2110020226 鄭鴻偉

2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8 2110020066 趙子閔

2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9 2110020022 葉雨承

2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82 2110020024 曾彥博

2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89 2110020193 劉冠佑

2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0 2110020241 吳俊宥

3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1 2110020237 王吉賢

3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2 2110020150 陳泰成

3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3 2110020140 林鈺欽

3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4 2110020026 蔡永智

3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5 2110020084 許惠茗

3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6 2110020194 蔡承勳

3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7 2110020088 林育翔

3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8 2110020043 吳孟鍏

3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9 2110020098 陳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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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 2110030037 楊舒惠

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9 2110030015 陳政瑜

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0 2110030001 陳宜敏

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1 2110030229 徐煒峰

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4 2110030054 楊子諒

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5 2110030002 趙冠智

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7 2110030241 鄭永靖

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9 2110030231 李欣蓉

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30 2110030242 湯孟嬋

1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33 2110030151 李晉銘

1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35 2110030175 黃奕宸

1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7 2110030017 邱智裕

1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8 2110030243 戴菀汝

1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1 2110030297 謝淯麒

1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3 2110030285 許學鴻

1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6 2110030171 羅伃涵

1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7 2110030142 許嘉芸

1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0 2110030276 陳怡樺

1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1 2110030045 劉冠廷

2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4 2110030262 何曜成

2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0 2110030046 宋潤芊

2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6 2110030143 許廷洲

2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8 2110030300 陳信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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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 2110040351 卓郁芬

2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9 2110040056 黃宥宸

3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0 2110040327 許瓊云

4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1 2110040070 張嫚娟

5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7 2110040338 王政鴻

6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 2110040170 殷曼霓

7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0 2110040346 林婷妤

8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3 2110040331 陳明信

9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7 2110040169 莊慧珊

10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2 2110040133 賴俊傑

11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3 2110040270 林政宇

12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7 2110040096 李羿萱

13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3 2110040086 黃俊嘉

14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0 2110040312 黃品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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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4 2110050013 林洵嶢

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5 2110050131 湯宛靜

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8 2110050159 楊秉修

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11 2110050238 林詳澄

5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21 2110050038 陳威凱

6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23 2110050003 魏冠宇

7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正取29 2110050213 唐瑜威

8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5 2110050212 簡仲憶

9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21 2110050184 簡于哲

1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30 2110050237 林宇豪

1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34 2110050161 鄭詞元

1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35 2110050084 陳柏嘉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36 2110050116 李孟洋

1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37 2110050034 許嘉恩

15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40 2110050132 洪有毅

16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45 2110050218 余家衛

17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備取46 2110050052 鄭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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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2 2110060081 董旻瑄

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4 2110060103 陳俞廷

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7 2110060148 黃毓晴

4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1 2110060097 李昕純

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9 2110060153 陳家儀

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4 2110060032 林信安

7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13 2110060219 陳柏羽

8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15 2110060060 黄泓翔

9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18 2110060104 林峻揚

1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21 2110060090 林玥彣

1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27 2110060038 洪庭淯

1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29 2110060230 呂榤峰

1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32 2110060189 張家瑀

14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37 2110060259 林怡華

1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38 2110060112 蔡長剛

1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45 2110060122 徐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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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7 2110070050 陳怡潔

2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0 2110070130 陳姿秀

3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1 2110070069 侯姵岑

4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2 2110070084 林韋婷

5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4 2110070132 吳沛芳

6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3 2110070056 邱榆尹

7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8 2110070063 王羿婷

8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2 2110070045 吳映璇

9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3 2110070128 趙延蕙

10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4 2110070129 李心純

11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7 2110070060 呂姿怡

12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1 2110070011 馬鈺淇

13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5 2110070036 陳芎螢

14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6 2110070088 歐美慧

15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7 2110070066 許佳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