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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48 高欣妤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35 翁嘉駿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52 劉芷菡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112 郭于榕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119 林家弘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140 林旆羽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86 陳苡瑄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72 王昱方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33 侯宇哲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43 賴冠儒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79 陳以諾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23 吳彥緯

電子工程系 動力機械群 2110020008 陳仁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27 凃冠齐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09 洪郁城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30025 李柏霖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89 盧冠勛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74 吳泓逸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53 潘梓銘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56 王天佑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76 吳重緯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79 馮品睿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71 施宣伏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77 施柏豪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56 張睿蘭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79 鄭孟軒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5 鄭翔輿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101 陳冠蒲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0 侯守謙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9 翁群晏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104 陳冠宇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43 邱奕翔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17 郭竑廷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91 洪語宸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8 于凱仲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4 蔡雨築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16 王柏升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62 魏銘賞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107 吳晨翰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60014 劉益瑄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60028 盧勝恩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22 張智瑋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06 楊宏揚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28 徐義軒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23 曾郁盛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27 陳明宗

電機工程系 動力機械群 2110080011 徐義軒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39 湯誌宸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11 唐友豪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28 洪偉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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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25 蔡昕宏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33 潘冠延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00 張君宏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27 洪郁城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24 鍾智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36 陳正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62 趙胤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28 陳鈞祥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92 林展宇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107 林家農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34 修振賓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82 程嘉豪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00011 周慕喬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27 林佳瑩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105 李昱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111 鄭子菱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79 周信宏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97 王予亨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35 孫繼禕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28 劉怡伶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25 陳柏霖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113 吳瑋慈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29 張孟平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10110060 李原銘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027 陳澤豪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052 李庭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107 江佩珊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120 紀姍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118 劉碩旺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037 吳昀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056 陳顗元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20015 洪儷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30019 王瓊翎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30014 許瑜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30017 郭峻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40021 田佳苓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40039 李品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40022 李美慧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50052 林冠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50003 謝芸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50049 洪萩紫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50054 陳彥容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50069 廖景盈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87 曾柏睿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44 林宗岳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66 葉芷葳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86 林宥恩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77 莊家維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05 陳柏諭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61 曾勝揚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06 陳茂華



 109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獎助學金得獎名單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30 邢瑜翔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60 康睿翔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75 陳聖仁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60091 鄭俊寬

國際企業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70009 黃巧昀

國際企業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70014 王峻毅

國際企業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70012 鄭甯

國際企業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70011 宋妍

國際企業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180004 劉秀鳳

國際企業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180007 呂宜貞

國際企業系 餐旅群 2110190006 戴筱霓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4 董芷君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8 邵妤婕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6 劉宓迪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0 郭靜蓉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11 郭亭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27 邱姿云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07 陳琬婷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55 陳奕豪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2 劉建麟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61 林怡萱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00033 吳珮琳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02 許毓珊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13 黃怡萍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34 蔡杰祐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10035 潘佩宜

資訊管理系 動力機械群 2110220004 張智瑋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42 江浩哲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51 曾義凱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25 洪家豐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52 黃建文

資訊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30046 劉恩宇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10 艾品欣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29 陳嘉宜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40 康銘中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09 魏耀銘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65 白彗君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67 羅禹茹

資訊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43 黃文明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17 王韻婷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1 蔡宜庭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2 陳婕妤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110260002 宋怡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設計群 2110270001 劉又甄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21 洪新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22 葉恩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50 呂亭慧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01 王心妤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58 葉俐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18 黃胤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40 劉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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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280039 廖欣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餐旅群 2110290009 潘怡婷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15 劉怡琪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72 劉妤涵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59 倪禾秦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57 林憶欣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23 李奕萱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70 鄂雅芬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00062 陳培慈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餐旅群 2110310002 陳妍臻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20007 蕭怡玟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30017 朱虹樺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330006 王俐玟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餐旅群 2110340003 路君童

應用外語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11 郭芸禎

應用外語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07 呂佳諺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360004 孫意柔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360012 陳毅展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360009 吳佳玟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110370011 陳嬿宸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110370008 張綵棋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110370013 許紀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39 蔣和興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37 陳乙靚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18 林姝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43 張佩貞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07 曾恩琦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14 陳榕之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31 許信顯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380002 李宥萱

觀光遊憩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90004 李宗宸

觀光遊憩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90021 劉羽珊

觀光遊憩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10400003 陳佳誼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56 張芝若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62 石依禾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49 黃靖淳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68 邱詠晴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05 陳思妤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30 李琬琪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38 許維鼎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72 吳昕慈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28 陳奕如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06 黃靖芸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80 蔡淨淳

觀光遊憩系 餐旅群 2110410084 洪心怡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20023 潘許翔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20015 顏永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20011 謝喬鑫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420022 陳昱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68 林采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49 羅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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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23 楊芷庭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25 劉盈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60 李芝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40 潘文全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71 陳宛楡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30 康逸寧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62 張方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30061 吳彩婕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28 張毓容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58 歐侑昕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64 楊頌恩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05 邱鑫俐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56 王幀宜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40039 林芷柔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50039 余雨珍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50003 林佩璇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50047 曾柔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50036 王佑萍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450062 李皇君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460005 王雅雯

視覺傳達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110470012 吳佳殷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30 王俊傑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35 莊書溦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99 龔姿靜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31 張銓忠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85 葉峻宏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98 鄧庭于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34 陳雪芳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70 蔡秉利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47 蘇柏豪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29 李明緒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05 李祈逸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40 王紫婷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86 鄭雅毓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29 楊宜潔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22 林欣儀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00 吳婉禎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77 許沛筠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09 李紫鈴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27 李玟欣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203 陳依依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127 李明宸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24 林遠如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83 鄭綉靜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480084 黃琇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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