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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10 學年度學士班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錄取暨合於登記標準名單。 

依    據：依據本校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10 學年度學士班暑假轉學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並經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共計

錄取一般生：正取生 176 名、備取生 698 名。 

二、各學系級錄取生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時，請參考簡章「參、招生系級、名額、考

試科目及規定」同分參比順序；如參比到最後其分數又相同，致錄取人數超出招生名額時，

則超額之同分參比者均予錄取。※同分參比成績概以原始分數為準。 

三、茲將錄取暨合於登記標準名單公佈如下(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考生名次排列)：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寧(1102026)     李○琴(1102004)     潘○君(1102012)     王○瑄(1102011)      

  ２備取生： 

   王○安(1102006)     鍾○庭(1102027)     許○  (1102013)     林○嬅(1102001)     

張○甄(1102028)     張○嫚(1102017)     彭○慧(1102029)     鍾○錡(1102005)     

謝○蔚(1102002)     林○蒨(1102037)     吳○鴻(1102023)     吳○翰(1102033)     

劉○宜(1102019)     林○筑(1102010)     聶○瑄(1102038)     李○恬(1102022)     

黃○潔(1102035)     廖○楷(1102034)     林○宇(1102007)     謝○欣(1102020) 

   黃○羽(1102030)     王○瑱(1102015)     田○玲(1102018)     劉○玟(1102036)     

謝○哲(1102016)     謝○妮(1102025)     陳○安(1102024)     劉○綸(1102008)     

陳○晏(1102009)     徐○恩(110202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 名，備取生 30 名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蕭○儒(1103001)     林○呈(1103003)     李○媛(1103004)     蘇○璇(1103005)     

黃○釧(1103006)     王○瑱(1103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6 名，備取生 0 名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廖○慈(1202070)     蘇○右(1202061)     周○廷(12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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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備取生： 

   鄭○恩(1202062)     陳○立(1202069)     李○晴(1202044)     楊○  (1202005)     

莊○安(1202058)     蒲○翔(1202006)     楊○涵(1202094)     王○珽(1202088)     

許○緹(1202003)     劉○妤(1202024)     陳○卉(1202074)     王○淳(1202066)     

劉○喧(1202007)     莊○淨(1202014)     王○瑜(1202082)     陳○諄(1202089)     

黃○晨(1202081)     陳○語(1202068)     戴○芳(1202026)     陳○逸(1202060)      

   梅○瑋(1202019)     林○廷(1202080)     張○曦(1202067)     吳○姍(120205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24 名 

 

歷史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哲(1302002)      

  ２備取生： 

   陳○靜(1302009)     黃○豪(1302004)     林○嬅(1302001)     陳○穎(1302010)     

王○昀(1302006)     王○佑(1302005)     江○宜(1302003)     謝○哲(1302007)     

吳○毅(1302011)     孫○喆(1302012)     吳○揚(130200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11 名 

 

歷史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翁○傑(1303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0 名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廖○慈(1502036)      

  ２備取生： 

   許○緹(1502002)     顏○柔(1502012)     呂○瑋(1502007)     郭○寧(1502026)     

邱○婷(1502005)     林○絨(1502037)     范○諼(1502016)     曾○瑜(1502011)     

林○華(1502024)     蘇○筑(1502017)     林○寬(1502015)     陳○融(1502027)     

許○瑄(1502003)     余○衡(1502020)     史○文(1502031)     張○華(1502021)     

林○涵(1502023)     吳○芸(1502042)     吳○恩(1502032)     曾○芹(1502001)      

   廖○綸(1502013)     沈○芝(1502035)     林○嬅(1502008)     李○瑄(1502004)     

丁○恩(1502038)     洪○睿(1502044)     楊○琳(1502014)     游○如(1502010)     

林○暘(1502025)     簡○儀(1502041)     黃○洋(1502040)     呂○  (1502029)     

黃○棋(1502022)     張○鈞(1502028)     陳○蔚(1502043)     莊○淨(1502009)     

呂○欣(15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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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37 名 

 

哲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  (1902001)     杜○儀(1902013)      

  ２備取生： 

   高○瑄(1902007)     謝○樺(1902005)     邱○嬙(1902014)     張○瑜(1902006)     

郭○熙(1902012)     林○嬅(1902002)     曾○呈(1902009)     林○蒨(1902018)     

林○廷(1902010)     陳○甫(1902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10 名 

 

哲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黃○釧(1903002)     黃○瑜(1903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0 名 

 

應用物理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甘○銘(2102001)     陳○甫(2102003)      

  ２備取生： 

   林○含(2102002)     周○祥(2102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2 名 

 

應用物理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魏○佑(2103001)     江○宏(2103002)     劉○顓(210300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0 名 

 

化學系化學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萬○柔(2212006)     蕭○淐(2212002)      

  ２備取生： 

   陳○嫻(2212001)     張○維(2212007)     王○云(2212004)     張○崴(2212005)     

柯○恩(2212003)     王○勝(2212008)     謝○翰(221200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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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化學組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李○男(2213002)     陳○典(2213001)     蔡○麟(2213003)      

  ２備取生： 

   劉○伶(2213004)     張○恩(2213005)     柯○佑(2213006)     林○杰(2213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4 名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羅○絜(2222002)     王○茵(2222001)     黃○螢(2222007)      

  ２備取生： 

   黃○嘉(2222004)     林○翔(2222005)     劉○德(2222003)     張○崴(2222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4 名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李○珊(2223001)      

  ２備取生： 

   蔡○麟(2223002)     林○杰(222300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2 名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恩(2312012)     黃○庭(2312003)      

  ２備取生： 

   劉○臻(2312007)     林○誼(2312015)     李○彤(2312022)     李○珊(2312021)     

陳○宇(2312018)     張○寧(2312020)     周○怡(2312005)     林○誼(2312019)     

蔡○蒨(2312013)     賴○璇(2312001)     張○睿(2312024)     何○諭(2312016)     

曾○  (2312014)     黃○瑄(2312002)     李○祐(2312009)     吳○芳(2312004)     

賴○婷(2312010)     湯○瑄(2312017)     黃○螢(231202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19 名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毓(2322006)     張○瑜(23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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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備取生： 

   林○辰(2322009)     梅○宇(232201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2 名 

 

應用數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蘇○涵(2402004)     洪○婷(2402003)     李○安(2402005)     黃○靖(2402001)      

  ２備取生： 

   薛○翰(2402007)     廖○智(2402008)     劉○杰(240200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 名，備取生 3 名 

 

應用數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王○騰(2403002)     陳○宏(2403004)     張○維(2403003)     陳○瑄(2403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 名，備取生 0 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吳○宸(3102011)     葉○佑(3102030)     楊○仕(3102013)      

  ２備取生： 

   楊○遠(3102003)     鄭○齡(3102031)     張○豪(3102025)     張○維(3102002)     

黃○鈞(3102026)     蕭○淐(310201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6 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賴○杰(3103001)     林○辰(3103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0 名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孫○文(3302016)     徐○芯(3302011)     林○誼(3302015)      

  ２備取生： 

   陳○瑧(3302004)     何○璇(3302017)     劉○涓(3302014)     王○瑄(3302006)     

楊○茵(3302009)     蔡○朋(3302001)     黃○立(3302005)     康○志(3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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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楷(3302020)     陳○隆(3302012)     賴○昕(3302007)     張○翔(3302013)     

沈○易(330201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13 名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王○鈞(3402018)     洪○暐(3402006)     蔡○均(3402022)      

  ２備取生： 

   呂○志(3402003)     李○霖(3402016)     陳○信(3402002)     陳○甫(3402010)     

林○翔(340201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5 名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峯(3403001)     黃○哲(3403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0 名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錢○期(3512008)      

  ２備取生： 

   謝○宇(3512009)     鄭○方(3512006)     林○緯(3512010)     許○豪(3512012)     

邱○淳(3512005)     王○智(3512015)     房○楷(3512004)     謝○翔(3512013)     

吳○頡(3512007)     柯○崗(3512016)     陳○甫(351200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11 名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伍○儀(3522011)      

  ２備取生： 

   張○翔(3522013)     呂○鴻(3522021)     許○豪(3522017)     王○智(3522007)     

林○緯(3522016)     羅○騏(3522004)     溫○瑜(3522009)     林○雋(3522006)     

吳○頡(3522010)     柯○崗(3522020)     郭○昱(3522005)     黃○辰(3522012)     

楊○舜(352202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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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錢○期(3532022)      

  ２備取生： 

   潘○軒(3532032)     蔡○辰(3532014)     楊○和(3532015)     林○宏(3532034)     

劉○成(3532003)     許○豪(3532024)     陳○儀(3532009)     王○智(3532030)     

鄧○榕(3532012)     林○緯(3532020)     莊○婕(3532029)     林○茜(3532026)     

王○文(3532016)     黃○璇(3532004)     王○琹(3532006)     陳○邑(3532005)     

許○妮(3532021)     廖○崴(3532008)     吳○頡(3532013)     柯○崗(353202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20 名 

 

電機工程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林○燕(3602044)     陳○余(3602012)     吳○宸(3602017)     陳○楷(3602011)     

陳○君(3602007)      

  ２備取生： 

   張○溱(3602049)     金○宣(3602005)     孫○仁(3602065)     賴○慶(3602069)     

謝○沅(3602023)     陳○銓(3602036)     張○勝(3602024)     廖○惟(3602025)     

柯○辰(3602043)     陳○綾(3602027)     張○勛(3602010)     連○瑄(3602062)     

陳○侑(3602051)     許○璜(3602008)     林○和(3602029)     張○浩(3602018)     

宋○翰(3602003)     洪○展(3602001)     李○恩(3602038)     杜○言(3602031)      

   鄧○娟(3602016)     邱○宇(3602068)     徐○佑(3602058)     劉○樺(3602009)     

張○延(3602021)     游○程(3602030)     江○錩(3602006)     黃○陽(3602059)     

呂○睿(3602045)     劉○恩(3602034)     陳○煜(3602039)     馮○宏(3602053)     

廖○崴(3602014)     陳○翔(3602033)     胡○為(3602022)     王○謙(3602035)     

王○德(3602032)     廖○瑋(3602063)     葉○辰(3602067)     陳○睿(3602070)      

   程○安(3602042)     黃○靖(3602019)     吳○哲(3602015)     陳○憲(3602020)     

林○圻(3602061)     沈○嘉(3602026)     楊○  (360205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47 名 

 

電機工程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劉○熹(3603006)     郭○成(3603008)      

  ２備取生： 

   黃○德(3603009)     李○翰(3603004)     吳○翰(3603002)     吳○隆(3603005)     

黃○甫(3603003)     鄭○璉(3603001)     鍾○諺(3603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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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林○卉(4122012)     紀○嫻(4122001)     鄭○淩(4122021)      

  ２備取生： 

   陳○儒(4122044)     葉○瑜(4122009)     吳○頡(4122036)     范○如(4122006)     

陳○羽(4122014)     朱○珮(4122022)     盧○萱(4122002)     詹○穎(4122068)     

李○芬(4122052)     黃○倩(4122071)     徐○原(4122056)     華○  (4122054)     

陳○俞(4122016)     楊○姍(4122053)     蕭○意(4122037)     陳○宇(4122004)     

林○蓁(4122020)     殷○  (4122031)     謝○宇(4122055)     林○燁(4122074)      

   王○晴(4122003)     陳○成(4122015)     沈○慈(4122045)     陳○珊(4122018)     

莊○琳(4122043)     葉○伶(4122049)     凃○瑀(4122024)     鄭○珊(4122051)     

蔡○娟(412203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29 名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林○伶(4123012)     謝○蓁(4123004)     葉○瑜(4123001)     黃○潔(4123024)     

蕭○羚(4123008)     林○弈(4123018)     許○倫(4123005)     葉○瑜(4123015)     

林○傑(4123009)     張○絨(4123011)      

  ２備取生： 

   林○琪(4123014)     蔡○潔(4123019)     林○辰(4123002)     張○禎(4123003)      

蕭○廷(4123021)     黃○聿(4123013)     蔡○融(412302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0 名，備取生 7 名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王○硯(4202050)     張○璇(4202029)     彭○喬(4202001)     洪○琇(4202076)     

紀○嫻(4202002)      

  ２備取生： 

   凃○瑀(4202049)     李○芬(4202015)     施○名(4202021)     黃○婷(4202007)     

楊○雅(4202016)     謝○宸(4202092)     施○甄(4202040)     黃○庭(4202009)     

黃○儀(4202103)     吳○銣(4202013)     陳○榕(4202077)     陳○蓁(4202043)     

陳○妤(4202073)     施○心(4202032)     林○廷(4202046)     詹○穎(4202023)     

鄭○翔(4202095)     紀○硯(4202064)     陳○軒(4202047)     周○廷(4202100)      

   尤○翔(4202091)     王○晴(4202006)     郭○瑄(4202042)     洪○韡(4202097)     

徐○菁(4202112)     梁○獻(4202081)     鄧○婷(4202014)     胡○誌(4202022)     

陳○成(4202008)     李○婷(4202045)     林○妤(4202018)     邱○暄(4202005)     



 9 / 16 

 

洪○廷(4202056)     詹○閔(4202094)     王○晴(4202055)     黃○玲(4202011)     

陳○如(4202010)     李○妃(4202116)     吳○婷(4202039)     陳○蓉(4202031)      

   陳○諄(4202109)     黃○渝(4202024)     黃○妤(4202034)     李○安(4202070)     

李○芸(4202019)     唐○宜(4202033)     陳○文(4202017)     黃○筑(4202035)     

羅○傑(4202104)     楊○城(4202089)     江○勛(420211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51 名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謝○恩(4203015)     陳○俞(4203029)     王○羚(4203009)     劉○妘(4203016)     

莊○茜(4203028)     張○惠(4203003)     黃○庭(4203014)     蔡○珊(4203008)     

謝○如(4203026)     周○筠(4203001)     顏○睿(4203002)     張○絨(4203018)     

葉○瑜(4203022)      

  ２備取生： 

   陳○伶(4203032)     鄭○瑜(4203006)     張○禎(4203005)     陳○汝(4203004)     

張○睿(4203023)     馮○璇(4203019)     陳○宇(4203025)     簡○男(4203031)     

曾○樂(4203011)     游○緹(4203024)     陳○宏(4203010)     杜○達(4203034)     

李○城(4203027)     黃○瑜(4203012)     蔡○蓁(4203035)     李○庭(4203033)     

張○鈺璇(420302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3 名，備取生 17 名 

 

會計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王○硯(4302017)     卜○茗(4302001)     蔡○叡(4302088)     林○璇(4302012)     

陳○樺(4302023)     楊○睿(4302015)      

  ２備取生： 

   黃○晴(4302006)     王○伶(4302070)     沈○綱(4302011)     吳○仟(4302018)     

林○妍(4302090)     邱○慈(4302016)     徐○又(4302033)     陳○涓(4302025)     

鄭○  (4302056)     陳○妤(4302022)     石○瑋(4302013)     沈○慧(4302020)     

許○瑋(4302061)     洪○榤(4302034)     方○惟(4302032)     林○君(430207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6 名，備取生 16 名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安(4402107)     鄭○瑾(4402072)     黃○儀(4402109)      

  ２備取生： 

   李○綺(4402097)     蕭○潤(4402016)     林○慧(4402108)     陳○蓁(44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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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4402071)     陳○榕(4402074)     施○甄(4402045)     杜○璇(4402117)     

陳○雯(4402052)     曾○絜(4402040)     洪○廷(4402048)     周○彤(4402076)     

詹○穎(4402025)     紀○硯(4402060)     林○緹(4402116)     蔡○融(4402032)     

陳○嫻(4402014)     黃○婷(4402008)     謝○萱(4402027)     謝○宇(4402083)      

   陳○潔(4402018)     翁○馨(4402100)     許○淇(4402041)     林○柔(4402054)     

郭○賢(4402039)     陳○璋(4402061)     阮○禎(440201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27 名 

 

統計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郭○緯(4702011)     葉○茵(4702009)      

  ２備取生： 

   呂○恩(4702014)     張○瑞(4702001)     張○于(4702007)     蔡○謙(4702017)     

狄○豪(4702008)     洪○顯(4702002)     李○  (4702012)     吳○潔(4702015)     

林○樽(4702006)     陳○安(4702004)     鄭○耀(4702010)     彭○銘(4702016)     

吳○鎮(4702005)     陳○沂(470201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14 名 

 

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吳○菁(4902027)      

  ２備取生： 

   孫○婷(4902015)     張○暘(4902026)     張○瑞(4902004)     林○誼(4902023)     

黃○瑋(4902002)     李○怡(4902003)     王○婷(4902012)     聶○宜(4902008)     

蘇○涵(4902029)     黃○庭(490201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10 名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榕(5212031)     張○瑋(5212020)     陳○蓁(5212010)     陳○丞(5212043)     

沈○綱(5212001)      

  ２備取生： 

   陳○潔(5212018)     李○安(5212028)     劉○裕(5212011)     陳○秀(5212007)     

林○祐(5212008)     黃○倩(5212050)     耿○邑(5212014)     任○楓(5212036)     

張○瑋(5212030)     張○豪(5212012)     鄭○檠(5212038)     楊○  (5212022)     

李○君(5212021)     洪○靜(5212055)     楊○喬(5212054)     陳○汝(5212002)     

林○璇(5212045)     袁○琪(5212023)     吳○靜(5212053)     容○婷(52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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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珊(5212024)     李○倫(5212034)     黃○喆(5212015)     陳○丞(5212049)     

陳○翔(5212017)     朱○函(5212032)     李○任(5212047)     邱○歆(5212026)     

黃○文(5212009)     廖○絹(521201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30 名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林○琪(5213004)     王○斐(5213002)     吳○賢(5213006)      

  ２備取生： 

   張○絨(521300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1 名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黃○倩(5222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0 名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絨(5223003)     楊○翔(5223001)     陳○威(5223002)      

  ２備取生： 

   林○幸(5223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1 名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黃○豪(5312005)      

  ２備取生： 

   許○瑋(5312002)     陳○  (5312003)     謝○慈(5312004)     陳○儒(5312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4 名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康○熙(5322018)     黃○豪(5322004)     吳○臻(53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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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備取生： 

   王○雅(5322001)     陳○容(5322028)     陳○璇(5322023)     謝○慈(5322007)     

黃○婷(5322002)     羅○杰(5322022)     許○瑋(5322008)     郭○城(5322017)     

李○榆(5322010)     林○筠(5322024)     王○雯(5322005)     吳○珊(532200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12 名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劉○辰(5402012)     陳○菁(5402008)      

  ２備取生： 

   林○禎(5402010)     王○雅(5402001)     蔡○庭(5402003)     林○儀(5402006)     

楊○文(5402005)     陳○蓁(5402007)     顧○程(5402025)     丁○心(5402023)     

許○琳(5402004)     楊○婷(5402024)     林○筠(5402028)     賴○弈(5402022)     

陳○萱(5402002)     謝○穎(5402026)     郭○瑜(5402027)     林○濬(5402009)     

徐○婷(540201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17 名 

 

社會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郭○妮(5502002)     郭○汶(5502014)     許○琳(5502006)      

  ２備取生： 

   張○頎(5502004)     張○潔(5502024)     王○甯(5502016)     邱○芬(5502012)     

王○嵂(5502022)     呂○  (5502017)     温○向(5502001)     李○安(5502007)     

吳○語(5502015)     顏○希(5502003)     謝○蓉(5502019)     曾○沁(5502013)     

謝○彣(5502021)     廖○芝(5502009)     黃○昕(5502025)     陳○卉(5502018)     

徐○如(5502005)     俞○心(5502010)     潘○諺(5502008)     陳○沂(550202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20 名 

 

社會工作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黃○為(5602003)     黃○嘉(5602046)      

  ２備取生： 

   黃○萱(5602008)     李○薇(5602064)     郎○帆(5602019)     林○宇(5602026)     

陳○芯(5602062)     廖○綿(5602002)     朱○瑄(5602011)     李○瑄(5602029)     

楊○伶(5602009)     周○曼(5602056)     簡○昕(5602031)     林○美(5602015)     

林○安(5602005)     張○齊(5602058)     蔡○亞(5602050)     顏○涵(5602017)     

李○  (5602077)     吳○祐(5602057)     賴○蓁(5602006)     郭○辰(56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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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震緯(5602076)   洪○雯(5602035)     王○涵(560201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23 名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閔(6102005)     朱○鍠(6102001)     蔡○廷(6102018)      

  ２備取生： 

   黃○維(6102015)     游○言(6102002)     黃○瑄(6102004)     陳○偉(6102025)     

鄭○綾(6102024)     楊○學(6102027)     張○瑜(6102003)     王○慈(6102011)     

葉○堯(6102006)     練○妏(6102017)     陳○勛(6102014)     周○芸(6102007)     

賴○璇(6102022)     朱○瑋(6102013)     賴○宸(6102023)     俞○心(6102012)     

林○妤(6102028)     張○澤(6102020)     許○君(6102016)     郭○哲(6102008)      

   梅○宇(6102026)     洪○震(6102009)     羅○維(6102021)     王○珺(610201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24 名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蔡○柔(6103001)     韓○誼(6103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0 名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盧○君(6202006)      

  ２備取生： 

   林○秋(6202003)     賴○宸(6202005)     柯○竹(6202007)     林○勳(6202009)     

邱○嘉(6202001)     黃○螢(6202008)     廖○誠(6202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7 名 

 

食品科學系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不足額錄取)： 

   柯○宇(6203003)     沈○心(6203002)     陳○雅(6203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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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張○禎(6602022)     陳○妤(6602029)      

  ２備取生： 

   黃○曼(6602001)     簡○峻(6602008)     陳○豪(6602007)     林○蒂(6602025)     

陳○瑜(6602015)     謝○樺(6602004)     李○蓓(6602006)     林○妤(6602017)     

莊○琳(6602016)     陳○晨(6602031)     詹○璦(6602010)     邱○芸(6602026)     

陳○璿(6602003)     蕭○純(6602027)     張○旻(6602009)     劉○政(6602002)     

林○晟(6602018)     王○僑(6602011)     林○玄(6602023)     謝○諺(6602028)      

   白○豪(6602030)     余○霆(6602020)     萬○展(6602005)     李○霖(6602024)     

施○儒(6602012)     徐○皓(6602021)     林○彤(6602019)     劉○呈(6602014)     

曾○恩(660201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29 名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劉○瑜(6802003)     洪○凱(6802011)     廖○堯(6802002)      

  ２備取生： 

   張○瑞(6802006)     陳○岑(6802019)     張○嫺(6802016)     陳○翰(6802005)     

黃○元(6802007)     林○廷(6802021)     洪○晅(6802010)     林○霆(6802008)     

倪○瑋(6802012)     黃○捷(6802013)     劉○宇(680202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11 名 

 

音樂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關○遠(7202014)     劉○琪(7202010)      

  ２備取生： 

   黃○雯(7202005)     王○立(7202015)     陳○婷(7202009)     李○安(7202004)     

葉○京(7202006)     吳○霖(7202013)     劉○妤(7202008)     莊○鈞(7202003)     

呂○惠(7202012)     曹○軒(7202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備取生 10 名 

 

建築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妡(73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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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備取生： 

   陳○如(7302035)     林○祐(7302009)     柯○勳(7302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3 名 

 

工業設計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石○芸(7402003)     廖○慈(7402027)     紀○謙(7402022)      

  ２備取生： 

   紀○嫻(7402001)     徐○劭(7402002)     洪○珍(7402023)     姜○霖(7402004)     

楊○和(7402017)     陳○豪(7402008)     王○平(7402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 名，備取生 7 名 

 

法律學系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廖○瑩(8102042)     劉○達(8102125)     陳○婷(8102137)     林○謙(8102037)     

賴○蒼(8102118)     林○恩(8102016)      

  ２備取生： 

   張○瑜(8102045)     林○瑛(8102078)     吳○瑋(8102013)     黃○庭(8102029)     

侯○牧(8102095)     王○勛(8102032)     楊○文(8102164)     謝○凊(8102007)     

郭○瑜(8102121)     洪○慈(8102128)     權○章(8102035)     林○韻(8102065)     

黃○玲(810206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6 名，備取生 13 名 

 

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婷(8152005)     李○瑄(8152010)     吳○葳(8152012)     劉○宇(8152011)      

  ２備取生： 

   吳○佑(8152009)     林○家(8152008)     戴○琄(8152001)     劉○偉(8152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 名，備取生 4 名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逸(9102004)      

  ２備取生： 

   楊○音(9102003)     賴○慈(9102001)     何○瑄(9102005)     錢○丞(9102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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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錢○丞(9202003)     陳○仁(9202004)     張○瑞(9202001)     朱○函(9202002)     

林○蒂(9202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0 名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陳○捷(9203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 名，備取生 0 名 

 

美術聯招二年級 日間學士班 

 一般生 

  １正取生： 

   黃○尹(9912006)     陳○振(9912020)      

  ２備取生： 

   施○修(9912014)     魏○偉(9912023)     張○嬿(9912021)     林○  (9912029)      

      黃○勻(9912018)     高○瑄(9912008)     楊○珺(9912019)     許○瑄(9912012)     

高○辰(9912001)     陳○如(9912030)     李○澤(9912031)     王○瑜(9912027)      

周○潔(9912004)     謝○鳳(9912005)     楊○甯(9912026)     曾○涵(9912032)      

唐○芸(9912002)     謝○玲(9912017)     張○妍(991202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達聯招最低分發標準之等候備取生 19 名 

 

美術聯招二年級 進修學士班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施○修(9912014)     魏○偉(9912023)      

  ２備取生： 

   張○嬿(9912021)     林○  (9912029)     高○瑄(9912008)     楊○珺(9912019)     

許○瑄(9912012)     陳○如(9912030)     李○澤(9912031)     周○潔(9912004)     

謝○鳳(9912005)     楊○甯(9912026)     曾○涵(991203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 名，達聯招最低分發標準之等候備取生 11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