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4 2110010088 張O翔

2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5 2110010015 鐘O福

3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8 2110010075 江O毅

4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12 2110010077 蔡O毅

5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13 2110010137 洪O青

6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正取19 2110010188 梁O行

7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1 2110010166 高O璘

8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3 2110010162 雷O軒

9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6 2110010079 汪O恒

10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7 2110010016 王O勳

11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8 2110010156 張O碩

12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11 2110010151 呂O壹

13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19 2110010181 謝O杰

14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25 2110010056 吳O翰

15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26 2110010153 黃O鈞

16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27 2110010184 陳O聖

17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31 2110010139 鄭O豪

18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32 2110010080 黃O

19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33 2110010083 林O閎

20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備取35 2110010141 張O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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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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10020044 陳O宇

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5 2110020100 王O正

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6 2110020077 洪O庭

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7 2110020191 王O凱

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15 2110020188 張O銘

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17 2110020075 柯O恩

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20 2110020060 戴O睿

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21 2110020053 楊O中

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正取25 2110020057 歐陽O文

1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 2110020112 陳O澔

1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4 2110020104 黃O霖

1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6 2110020039 陳O傑

1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8 2110020030 周O群

1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9 2110020142 林O翰

1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2 2110020120 葉O瑋

16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5 2110020166 吳O霖

17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19 2110020165 馮O慧

18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1 2110020011 嚴O律

19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2 2110020187 涂O偉

2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5 2110020160 高O禮

2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6 2110020136 張O鈞

22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7 2110020107 黃O傑

23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29 2110020006 胡O聲

24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31 2110020186 吳O霖

25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備取32 2110020069 林O豪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 2110030280 吳O芩

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 2110030086 程O融

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 2110030013 田O鑫

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8 2110030045 蔡O蓉

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1 2110030105 陳O均

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3 2110030136 郭O吟

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7 2110030195 鄞O

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9 2110030191 周O庭

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8 2110030009 凌O穎

1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1 2110030096 陳O奎

1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3 2110030015 楊O榕

1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8 2110030162 曾O瑋

1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9 2110030132 康O齊

1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0 2110030315 李O禎

1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2 2110030399 張O妮

1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4 2110030219 蔡O緯

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5 2110030126 郭O瑋

1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6 2110030331 呂O雯

1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7 2110030131 謝O佑

2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1 2110030174 邱O淳

2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 2110030006 姚O凱

2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 2110030248 溫O輝

2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 2110030396 陳O睿

2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 2110030425 李O珊

2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9 2110030328 李O益

2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1 2110030146 邱O齊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2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3 2110030476 蔡O伶

2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4 2110030226 許O宇

2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5 2110030314 孫O銓

3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6 2110030392 陳O錡

3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7 2110030318 翁O寧

3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9 2110030439 黃O傑

3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0 2110030370 李O慧

3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1 2110030007 歐O均

3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2 2110030449 陳O先

3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3 2110030316 張O凱

3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4 2110030283 黃O豪

3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9 2110030268 胡O文

3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0 2110030150 林O緯

4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4 2110030360 蔡O筠

4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9 2110030339 陳O均

4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0 2110030419 蘇O億

4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1 2110030027 曾O婷

4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7 2110030193 李O齊

4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9 2110030176 丁O瑩

4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2 2110030129 邱O霆

4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6 2110030422 顏O修

4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8 2110030113 李O信

4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9 2110030393 李O誌

5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0 2110030397 楊O閔

5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65 2110030279 蔡O倫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7 2110040442 孫O廷

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8 2110040510 白O鴻

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0 2110040398 簡O璘

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1 2110040313 王O岡

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2 2110040156 林O民

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4 2110040213 張O方

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5 2110040504 王O文

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6 2110040063 林O馨

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2 2110040018 黃O翔

1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4 2110040217 何O維

1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5 2110040214 吳O容

1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6 2110040221 蔡O恩

1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7 2110040067 陳O茹

1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30 2110040387 徐O志

1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 2110040027 路O明

1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 2110040356 趙O鈞

1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5 2110040360 張O祈

1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8 2110040330 羅O彤

1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3 2110040425 余O穎

2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4 2110040024 江O妃

2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5 2110040512 劉O華

2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7 2110040071 蘇O蓁

2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0 2110040031 高O倫

2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1 2110040131 林O宗

2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4 2110040025 謝O卉

2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6 2110040147 黃O菁

2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9 2110040508 李O恩

2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4 2110040487 陳O軒

2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5 2110040294 吳O柔

3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6 2110040478 羅O婷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餐飲管理系 正取3 2110050188 林O祺

2 餐飲管理系 正取8 2110050081 蔡O靜

3 餐飲管理系 正取11 2110050392 簡O閔

4 餐飲管理系 正取12 2110050217 馮O瑩

5 餐飲管理系 正取13 2110050145 洪O智

6 餐飲管理系 正取18 2110050364 蔡O涵

7 餐飲管理系 正取19 2110050336 許O晴

8 餐飲管理系 備取3 2110050232 孫O筠

9 餐飲管理系 備取6 2110050308 陳O亘

10 餐飲管理系 備取10 2110050359 呂O珊

11 餐飲管理系 備取15 2110050541 蔡O君

12 餐飲管理系 備取20 2110050487 李O嫻

13 餐飲管理系 備取21 2110050540 吳O宜

14 餐飲管理系 備取23 2110050387 楊O傑

15 餐飲管理系 備取25 2110050184 簡O佐

16 餐飲管理系 備取29 2110050399 洪O駿

17 餐飲管理系 備取31 2110050337 蘇O曲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2 2110060375 陳O

2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5 2110060258 李O平

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17 2110060378 莊O珺

4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19 2110060008 李O宇

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20 2110060286 蘇O寧

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23 2110060322 吳O書

7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25 2110060094 蔡O文

8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26 2110060013 王O穎

9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 2110060419 陳O安

1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2 2110060299 陳O薇

11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4 2110060307 蔡O修

12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6 2110060329 林O德

1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8 2110060147 曹O義

14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2 2110060273 簡O文

1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6 2110060246 高O溢

1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8 2110060257 林O民

17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9 2110060061 譚O甯

18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23 2110060367 李O閑

19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28 2110060346 劉O誠

2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32 2110060211 余O容

21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33 2110060312 朱O婷

22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35 2110060119 郭O宏

2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38 2110060363 陳O慈

24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42 2110060369 郭O昇

2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47 2110060311 李O穎

2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49 2110060339 王O翔

27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50 2110060306 謝O瑋

28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54 2110060394 張O瑋

29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56 2110060158 黃O霆

3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57 2110060326 沈O傑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3 2110070047 李O葶

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5 2110070233 邱O芳

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6 2110070278 謝O珈

4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7 2110070086 張O凱

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12 2110070245 趙O程

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13 2110070286 黃O雯

7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14 2110070271 陳O柔

8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17 2110070073 邢O

9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21 2110070203 宋O其

1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24 2110070310 潘O鈺

11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正取27 2110070282 陳O傑

1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3 2110070311 吳O諭

1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4 2110070281 何O定

14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6 2110070184 王O柔

1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10 2110070050 林O琇

1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11 2110070165 劉O鎧

17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12 2110070169 顏O瑩

18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13 2110070084 黃O君

19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21 2110070072 陳O安

2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24 2110070162 許O文

21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26 2110070285 劉O佑

2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30 2110070304 賴O縈

2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32 2110070147 方O

24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34 2110070033 吳O燕

2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35 2110070331 林O雪

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41 2110070236 陳O憲

27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44 2110070242 姚O睿

28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45 2110070088 王O淳

29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50 2110070292 王O暄

3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備取53 2110070036 鄭O文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3 2110080003 翁O珊

2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6 2110080217 梁O尹

3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8 2110080106 王O宇

4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11 2110080223 盧O均

5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15 2110080102 陳O丞

6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16 2110080246 李O靖

7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18 2110080124 王O翔

8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19 2110080222 王O卿

9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正取20 2110080126 陳O傑

1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1 2110080269 伍O緯

11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4 2110080134 吳O蓉

12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6 2110080070 蘇O瑋

13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8 2110080064 林O均

14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13 2110080012 李O昕

15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14 2110080183 吳O慶

16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19 2110080002 鄧O文

17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20 2110080209 張O芳

18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21 2110080087 楊O程

19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26 2110080011 伍O篤

2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備取27 2110080182 王O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