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30日 

東茂教字第 1102200972號 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特殊選才入學招生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入學招生成績業經評定，並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

共計錄取正取生 51名、備取生 211名。 

二、茲將錄取名單公布如后(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考生名次排列) 

1. 中國文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謝○軒(1100007)     葉○寧(1100023)     陳○甄(1100004)     

      吳○萱(1100011)     郭○綾(1100002)               

  2備取生： 

   王○慈(1100017)     王○穎(1100009)     邱○君(1100018)      

      劉○妤(1100030)     王○雅(1100015)     劉○凌(1100008)      

      陳○希(1100005)     蔡○柔(1100022)     蔡○琳(1100020)      

      楊○穎(1100021)     林○姞(1100014)     林○芸(1100027)      

      鍾○慧(1100010)     江○宜(1100031)     陳○晴(1100025)      

   熊○琁(1100029)     邱○濂(1100026)     陳○宏(1100012)      

      張○峻(1100024)     曾○容(1100003)     李○婷(1100019)     

      羅○伃(1100016)     江 ○(110001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名，備取生 23名 

2. 外國語文學系 

  一般生 

  １正取生： 

   楊○新(1200003)     陳○中(1200020)     高○樺(1200009)      

   



2 備取生： 

   賴○婷(1200002)     謝○弦(1200010)     洪○臻(1200015)      

      陳○妤(1200016)     林○任(1200005)     洪○榳(1200012)      

      涂○杰(1200034)     陳○彤(1200013)     黃○翔(1200022)      

      蘇○恩(1200032)     蔡○恩(1200018)     程○家(1200001)      

      廖○欣(1200035)     楊○竣(1200030)     顏○穎(1200019)      

   李○輝(1200004)     莊○菲(1200025)     董○苗(1200006)      

      陳○綺(1200027)     周○安(1200007)     吳○祈(1200033)      

      周○軒(1200026)     黃○涵(1200017)     楊○逸(120002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24名 

3. 歷史學系 

    1正取生： 

   陳○晴(1300008)   

    2備取生： 

   黃○諺(1300003)     張○盛(1300004)     黃○睿(1300002) 

      蔡○翰(1300009)     李○逵(1300006)     連○財(1300005)      

      吳○蓁(1300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7名 

4.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郭○瑄(1500033)     彭○綺(1500003)     曾○晶(1500002)      

      李○馨(1500031)     孫○芙(1500005)   

  2備取生： 

   林○姞(1500027)     廖○柔(1500004)     李○輝(1500013)      

      劉○芸(1500001)     戎○成(1500023)     吳○綺(1500025)      

      方○儀(1500019)     陳○穎(1500028)     黃○鈞(1500009)      



      嚴○芹(1500026)     陳○安(1500008)     林○庭(1500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名，備取生 12名 

5.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妤(2310001) 

    2備取生： 

   楊○涵(2310006)     林○霆(2310002)     陳○薇(2310004)      

      陳○蓁(2310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4名 

6. 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丞(2400005)  

    2備取生： 

   洪○佑(2400009)     張○婷(2400001)     黃○嶧(2400002)      

      許○豪(2400008)     孫○剛(2400006)     丁○晴(2400007)      

      陳○婷 (2400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7名 

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製程與能源工程組) 

 一般生 

  1正取生： 

   李○容(3110001)     

    2備取生： 

   湯○傑(3110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8.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一般生 

  1正取生： 

   王○涵(3120001)   

    2備取生： 

   范○瑄(3120006)     吳○泉(3120003)     方○凱(3120004)      

      陳○宏(3120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4名 

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一般生 

  成績未達錄取標準，不予錄取。 

10.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宏(3300013)     謝○榛(3300008)     鄭○臻(3300004)      

      林○辰(3300011) 

  2備取生： 

   許○僖(3300014)     徐○緯(3300010)     張○瑋(3300003)      

      呂○嬡(3300002)     蔡○汶(3300012)     蘇○丞(3300001)      

      楊○吟(3300015)     黃○睿(3300007)     黃○殊(3300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名，備取生 9名 

11.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盧○任(3600004)     陳○安(3600025)     許○僖(3600026)      

      陳○瑾(3600005)      

    2備取生： 

   李○修(3600021)     林○漢(3600034)     黃○維(3600033)      



      黃○諭(3600013)     蘇○丞(3600002)     黃○祐(3600001)      

      許○韶(3600035)     林○威(3600016)     黃○承(3600022)      

      溫○翊(3600011)     王○賓(3600023)     洪○維(3600012)      

      莊○昇(3600029)     高○誠(3600024)     許○任(3600014)      

   張○鈞(3600007)     廖○瑋(3600020)     王○璟(3600031)      

      林○利(3600032)     楊○邦(360003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名，備取生 20名 

12.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蔡○棻(5400007)      

    2備取生： 

   孫○芙(5400003)     蔡○峻(5400011)     蘇○宇(5400008)      

      許 ○(5400002)     駱○函(5400006)     陳○莛(5400005)      

      楊○嫻(5400012)     黃○魁(5400001)     蔡○翰(5400013)      

      王○揚(540001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0名 

13. 社會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李○樺(5500040)     游○寬(5500010)     劉○君(5500020)      

      廖○傑(5500002)     吳○樺(5500014)     

  2備取生： 

   蔡○棻(5500011)     林○芸(5500032)     沈○倩(5500012)      

      胡○妍(5500028)     白○心(5500034)     徐○庭(5500003)      

      謝○君(5500007)     吳○敏(5500009)     黃○頵(5500039)      

      許○維(5500018)     林○安(5500004)     吳 ○(5500019)      

      蔡○叡(5500008)     李○賢(5500029)     周○芸(5500016)      



   鍾○予(5500030)     鄭○雲(5500022)     林○廷(550003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名，備取生 18名 

14.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祝○涵(6100006)     黃○原(6100002)           

  2備取生： 

    許○皓(6100001)     羅 ○(6100003)     王○慈(6100007)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15.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李○穎(6600006)     游○音(6600008)     林○廷(6600007)      

  2備取生： 

   林○妤(6600005)     黃○芹(6600004)     黃○晴(6600003)      

      林○玲(6600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4名 

16.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學程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安(6800018)     吳○蓁(6800010)     羅○靖(6800002)         

  2備取生： 

    紀○君(6800007)     林○耕(6800004)     張○維(6800016)      

      盧○俞(6800025)     陳○宏(6800027)     陳○宇(6800028)      

      劉○宜(6800006)     施○昕(6800029)     宋○昕(6800011)      

      梁○瀚(6800013)     黃 ○(6800003)     廖○瑞(680001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12名 

 



17. 美術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蓉(7100031)     胡○新(7100035)     游○萱(7100024)          

  2備取生： 

    劉○萱(7100023)     羅○文(7100048)     胡○予(7100032)      

      王○安(7100001)     陳○辰(7100042)     林○駿(7100046)      

      張○一(7100005)     洪○暄(7100002)     楊○毅(7100041)      

      納○·○紹(7100014)  王○淳(7100010)     張○瞳(7100011)      

      張○瑜(7100025)     王○翔(7100017)     林○潔(710002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15名 

18. 音樂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施○均(7200011)     黃○維(7200001) 

    2備取生： 

      王○廉(7200009)     許○芷(7200007)     蔡○彥(7200006)      

      張○哲(7200013)     楊○淇(7200008)     張○慈(7200010)      

      林○柔(7200003)     王○勒(7200012)     陳○昕(7200015)      

      陳○安(7200016)    劉○希(7200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1名 

19. 工業設計學系 

 一般生 

  1正取生： 

   陳○恩(7400014)       

  2備取生： 

   黃○楷(7400017)     陳○蓁(7400011)     黃○賢(7400002)      

      胡○嵐(7400008)     黃○琪(7400004)     陳○淇(7400003)      

      郭○安(7400007)     潘○臻(740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8名 



20.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一般生 

  1正取生： 

   蔡○恩(9100007)     施○芸(9100001)     徐○禾(9100019)      

      周○軒(9100018)   

  2備取生： 

   林○瀚(9100013)     邱○尹(9100021)     謝○弦(9100008)      

      黃○揚(9100017)     呂○霓(9100009)     林○倢(9100023)      

      洪○臻(9100011)     林○呈(9100003)     魏○昕(9100015)      

      吳○祐(9100014)     程○家(9100004)     陳○逸(9100006)      

      林○亘(9100005)     林○利(9100024)     蘇○丞(9100002)      

   洪○庭(9100012)     潘○智(9100020)     王○璁(910001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名，備取生 18名 

21. 永續科學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1正取生： 

      周○軒(9200003) 

    2備取生： 

      蘇○丞(920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三、成績單：請逕至報名網頁→【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紙本本校不另寄發）。 

四、錄取通知預定於 110年 12月 30日以限時信函寄發。請先逕上報名網頁查詢報到須知，

並依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相關作業，逾期未辦理相關手續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報到相關資訊亦可至「東海大學首頁→招生專區→特殊選才→招生公告」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