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考生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5 譚揚儒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9 施宗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99 顏晟泓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12 曹凱承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105 黃威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62 張羽涵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1 江政蔚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97 林宗諴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3 林辰珊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61 吳俊勲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24 唐承靖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21 徐琳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66 李秉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36 陳崡杉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26 王郁欣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79 高培智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0 温政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64 康仲緯

電子工程系 動力機械群 2110020004 傅偉智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10 李韋杰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16 蔡逸承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07 吳天文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46 許浩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18 鄭鈞元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24 尤柏鈞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31 陳詠翔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14 王庭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13 顏天佑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04 莊溢舜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05 陳湘婷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05 謝子運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76 黃錨顯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7 李東駿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5 呂孟霖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47 林紘緯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48 李璜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10 李笙睿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41 邱清峯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32 陳亭茲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53 吳承恩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68 郭逸杰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71 朱志倫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36 楊至育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06 陳俊維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60 吳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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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0 劉祐成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79 蔡雨彤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03 林利棚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5 蔡智翔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60004 鐘靖元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70012 蕭名凱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70019 陳泓源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13 楊沂恩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06 陳亮帆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09 林塏豪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02 張博聖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08 吳秉翰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11 江承叡

電機工程系 動力機械群 2110090004 呂政哲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05 張立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29 蘇庭正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30 林忠輝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45 陳逸凱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41 盧宥勳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08 林育豪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14 林建昕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26 劉思宏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61 林晉暘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07 黃立騵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10 蕭偉宏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10008 韓承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30 吳昭佑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34 蘇子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42 蔡智翔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43 劉譯駿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21 林紘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44 吳翊銘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28 王薇茗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51 王宗成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22 吳承恩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40 鍾適陽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38 郭秉翰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06 陳信源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07 陳柏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20027 何宗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60 林敬軒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70 李岳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43 陳歆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16 賴星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91 莊昊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96 廖藝程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66 楊子緯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36 陳崡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34 楊登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30073 林怡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40024 張芳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40008 黃琳雁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40012 周建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50044 蘇郁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50006 賴昱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50049 胡程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15 洪小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12 蔡妤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17 林妍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28 許駿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25 林依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01 李芊慧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27 洪瑞明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30 劉祐甫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20 鄭琨霖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16 潘聖融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36 余嘉笠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19 鄭永明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17 孔繁諺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29 黃竣翌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48 孫弛佑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24 柳建瑋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23 蕭聿祥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70041 張皓翔

電競科技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02 陳彥霖
電競科技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04 鄭鎔
電競科技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08 張政源
電競科技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16 洪晨喨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20 涂恩綺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52 簡瑋宏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60 洪亭羽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03 劉欣萍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44 李庭瑄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46 曾宥綺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5 許嘉宏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71 蘇俊偉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31 陳貞心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09 馬程佑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03 王鴻琳
資訊管理系 動力機械群 2110220003 黃凱聖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07 陳湘婷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25 顏家怡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21 夏振翔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17 許宸翌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52 鄭伃恩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51 陳淇凡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65 林國維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70 許典玹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43 黃晨瑋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44 吳睿軒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31 李佳恩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5 唐瓊偉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8 蔡江儀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60008 蘇雯芊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50 蔡宇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09 楊莉華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32 黃郁雅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08 吳芝葶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68 廖怡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54 謝怡寶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46 陳盈盈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69 劉芝吟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34 李翊禎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49 陳妤涵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70026 陳思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餐旅群 2110280013 崔可喜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90002 沈芳榆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19 林亮宇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54 蔡幸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21 洪筠貽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20 施侑彤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53 陳麗安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11 古乃文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餐旅群 2110310003 謝雅婷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20005 蔡淑惠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30016 顏新紘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30013 黃芝婷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30017 陳以琳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餐旅群 2110340002 蘇子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機械群 2110350005 張永玄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60001 李芷葳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48 陳則閔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03 朱威霖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01 高梓苓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49 智毓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18 潘怡雅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70059 賴郁晴

觀光遊憩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80006 張嘉佑
觀光遊憩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390006 黃奕瑄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69 王姿云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63 邱子熏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35 蔡宗霖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71 陳妍蓁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29 曾芮雅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00078 劉宛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10004 陳乙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10005 林昱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10006 黃佳祿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10008 洪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50 謝旻庭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34 吳廷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66 呂羿儒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55 高閔謙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13 黃苡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23 唐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44 蘇宜芬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20037 劉東榮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05 博浩原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07 黃子訓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18 陳榆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09 黃湘晴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26 林志安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59 李宇婕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30 蔡妤璇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65 蔡明澔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70 楊詒婷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56 殷于晴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40029 陳福珏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450005 何宇蘋
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60008 陳柏瑋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91 伍莉婷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75 徐友財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49 盧妍馨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79 邱正傑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68 何晉緯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56 陳禹辰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7 王婕珉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78 何釧逢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46 陳蓁莞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70 蔡博宇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41 林苡均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42 王欣怡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93 鍾苗如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57 陳韋旭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72 伍芷嫺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209 何宥陞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3 蔡明翰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4 蔡佳妤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201 楊舒琳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67 葉姵宜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91 曾語柔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2 楊舜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0 謝豐駿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60 陳則閔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92 吳怡貞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71 潘奕方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34 王裕盛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86 林嘉鳳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17 陳邑榛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213 林昀樵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58 黃薇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67 高黃姿瑜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49 張育瑾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88 黃士軒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164 潘宜欣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70064 陳子萱

1、依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辦理，以甄選入學錄取並就

讀本校者 ，其總成績排名為本校核定各系組招生名額前20%之正取生，發給

獎助學金1萬元。

2、恭賀獲獎同學，務必請於開學後二週內繳交銀行帳戶或郵局帳戶至綜合大

樓2樓出納組，以利後續申請及撥款作業。

3、獲獎同學必需完成本校入學註冊程序，開學後由招生處通知辦理領獎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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