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171 藥學系藥學組 洪○諄 正取 1

2160010068 藥學系藥學組 陳○丞 正取 2

2160010154 藥學系藥學組 陳○安 正取 3

2160010604 藥學系藥學組 李○恬 正取 4

2160010679 藥學系藥學組 賴○瑄 正取 5

2160010577 藥學系藥學組 潘○諺 正取 6

2160010605 藥學系藥學組 湯○淳 正取 7

2160010617 藥學系藥學組 鄭○中 正取 8

2160010361 藥學系藥學組 邱○軒 正取 9

2160010569 藥學系藥學組 吳○瑄 正取 10

2160010495 藥學系藥學組 蘇○俊 正取 11

2160010031 藥學系藥學組 蔡○選 正取 12

2160010572 藥學系藥學組 許○德 正取 13

2160010364 藥學系藥學組 陳○妤 正取 14

2160010480 藥學系藥學組 葉○廷 正取 15

2160010365 藥學系藥學組 陳○涵 正取 16

2160010580 藥學系藥學組 謝○遠 正取 17

2160010608 藥學系藥學組 黃○賢 正取 18

2160010283 藥學系藥學組 凃○玲 正取 19

2160010720 藥學系藥學組 何○蓁 正取 20

2160010400 藥學系藥學組 劉○ 正取 21

2160010618 藥學系藥學組 林○彤 正取 22

2160010627 藥學系藥學組 黃○搴 正取 23

2160010711 藥學系藥學組 黃○勁 正取 24

2160010367 藥學系藥學組 戴○褘 正取 25

2160010289 藥學系藥學組 黃○軒 正取 26

2160010375 藥學系藥學組 鄭○元 正取 27

2160010596 藥學系藥學組 王○權 正取 28

2160010422 藥學系藥學組 廖○柔 正取 29

2160010304 藥學系藥學組 林○恩 正取 30

2160010147 藥學系藥學組 張○皓 正取 31

2160010194 藥學系藥學組 許○瑄 正取 32

2160010450 藥學系藥學組 黃○新 正取 33

2160010517 藥學系藥學組 吳○儒 正取 34

2160010507 藥學系藥學組 陳○翰 正取 35

2160010394 藥學系藥學組 姚○劭 正取 36

2160010642 藥學系藥學組 黃○儒 正取 37

2160010107 藥學系藥學組 張○銘 正取 38

2160010566 藥學系藥學組 袁○美 正取 39

2160010273 藥學系藥學組 鍾○定 正取 40

2160010012 藥學系藥學組 蕭○芸 正取 41

2160010405 藥學系藥學組 周○朱 正取 42

2160010472 藥學系藥學組 涂○欣 正取 43

2160010573 藥學系藥學組 戴○庭 正取 44

2160010562 藥學系藥學組 邱○晴 正取 45

2160010077 藥學系藥學組 陳○伸 正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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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10066 藥學系藥學組 郭○心 正取 47

2160010697 藥學系藥學組 黃○杰 正取 48

2160010175 藥學系藥學組 謝○龍 正取 49

2160010470 藥學系藥學組 葉○欣 正取 50

2160010166 藥學系藥學組 曹○茹 正取 51

2160010258 藥學系藥學組 呂○儒 正取 52

2160010628 藥學系藥學組 楊○穎 正取 53

2160010125 藥學系藥學組 張○心 正取 54

2160010281 藥學系藥學組 許○宜 正取 55

2160010704 藥學系藥學組 陳○璿 正取 56

2160010568 藥學系藥學組 許○雲 正取 57

2160010676 藥學系藥學組 許○婷 正取 58

2160010106 藥學系藥學組 吳○妮 正取 59

2160010647 藥學系藥學組 侯○洧 正取 60

2160010652 藥學系藥學組 白○毓 正取 61

2160010354 藥學系藥學組 王○心 正取 62

216002008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游○穎 正取 1

216002022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娜 正取 2

216002003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丞 正取 3

216002026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詹○安 正取 4

216002029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廖○瑩 正取 5

216002022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蘇○俊 正取 6

216002006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余○宜 正取 7

216002028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璇 正取 8

216002018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均 正取 9

216002007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安 正取 10

216002004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儀 正取 11

216002003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胡○甄 正取 12

216002002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嫣 正取 13

216002010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熊○妡 正取 14

216002010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楊○麟 正取 15

216002016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戴○褘 正取 16

216002001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康○博 正取 17

216002005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葉○毓 正取 18

216002026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周○婷 正取 19

216002031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謝○昇 正取 20

216002022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婷 正取 21

216002018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詹○婷 正取 22

216002015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杰 正取 23

216002025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戴○庭 正取 24

216002022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任 正取 25

216002028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真 備取 1

216002021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葉○廷 備取 2

216002005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銘 備取 3

216002016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游○淇 備取 4

216002027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諭 備取 5

216002014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蘇○庚 備取 6

216002027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宜 備取 7



216002007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坤 備取 8

216002018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劉○ 備取 9

216002023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儒 備取 10

216002025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許○德 備取 11

216002008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梁○傑 備取 12

216002031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賴○瑄 備取 13

216002010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慈 備取 14

216002027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王○權 備取 15

216002001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軒 備取 16

216002033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勁 備取 17

216002027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恬 備取 18

216002012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雅 備取 19

216002016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涵 備取 20

216002014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蓉 備取 21

216002024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王○妤 備取 22

21600203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鄭○心 備取 23

216002023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姚○竹 備取 24

216002026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曾○霖 備取 25

2160030028 生物科技系 林○儒 正取 1

2160030019 生物科技系 黃○文 正取 2

2160030027 生物科技系 張○蓉 正取 3

2160030020 生物科技系 陳○騰 正取 4

2160030030 生物科技系 陳○翰 正取 5

2160030033 生物科技系 楊○興 正取 6

2160030029 生物科技系 許○恩 備取 1

2160030013 生物科技系 陳○玉 備取 2

2160040010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黃○瑜 正取 1

2160040003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賴○瑄 正取 2

2160040028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吳○賢 正取 3

2160040029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蔡○玫 正取 4

2160040009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廖○涵 正取 5

2160040005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李○欣 正取 6

2160040006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楊○錦 備取 1

2160040004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蕭○璟 備取 2

2160040020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謝○翰 備取 3

2160040024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鄭○岑 備取 4

2160050020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吳○權 正取 1

2160050023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林○傑 正取 2

2160050009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吳○綺 正取 3

2160050024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鄭○旖 正取 4

2160050013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周○怡 正取 5

2160050004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李○蓁 正取 6

2160050014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朱○甄 備取 1

2160050027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蔡○玫 備取 2

2160050019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劉○謙 備取 3

2160050011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黃○文 備取 4

2160060002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吳○葳 正取 1

2160060013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蘇○云 正取 2



2160060010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邱○婍 正取 3

2160060004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浚 正取 4

2160060021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徐○庭 正取 5

2160060018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龍 正取 6

2160060007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高○翔 正取 7

2160060024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鍾○頡 正取 8

2160060014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王○優 備取 1

2160070010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黃○榆 正取 1

2160070039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韋○佑 正取 2

2160070017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王○瑜 正取 3

2160070004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李○晏 正取 4

2160070014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譚○妘 正取 5

2160070018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王○臻 正取 6

2160070030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陳○鈴 正取 7

2160070028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洪○均 正取 8

2160070013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歐○琴 正取 9

2160070003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高○翔 正取 10

2160070029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李○慧 正取 11

2160070031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林○文 正取 12

2160070041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楊○嘉 正取 13

2160080014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何○晉 正取 1

2160080017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潘○辰 正取 2

2160080008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陸○華 正取 3

2160080036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林○志 正取 4

216008001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李○華 正取 5

2160080026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洪○定 正取 6

216008003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孔○仁 正取 7

216008004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楊○安 正取 8

216008000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吳○鈺 正取 9

2160080028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朱○喆 正取 10

2160080007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黃○庭 備取 1

2160080041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陳○霖 備取 2

2160080039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鍾○安 備取 3

2160080004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李○峻 備取 4

216008004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吳○勳 備取 5

2160090052 護理系 謝○翰 正取 1

2160090324 護理系 張○薇 正取 2

2160090090 護理系 謝○錕 正取 3

2160090155 護理系 陳○庭 正取 4

2160090157 護理系 郭○瑜 正取 5

2160090201 護理系 林○聖 正取 6

2160090391 護理系 林○珊 正取 7

2160090168 護理系 吳○如 正取 8

2160090024 護理系 李○雯 正取 9

2160090369 護理系 彭○君 正取 10

2160090394 護理系 林○淳 正取 11

2160090178 護理系 林○光 正取 12

2160090151 護理系 張○凌 正取 13



2160090029 護理系 張○瑋 正取 14

2160090091 護理系 吳○綺 正取 15

2160090001 護理系 黃○晴 正取 16

2160090283 護理系 薛○姍 正取 17

2160090135 護理系 劉○穎 正取 18

2160090236 護理系 洪○雯 正取 19

2160090272 護理系 靳○遙 正取 20

2160090355 護理系 張○榮 正取 21

2160090337 護理系 洪○潔 正取 22

2160090222 護理系 謝○真 正取 23

2160090287 護理系 陳○玟 正取 24

2160090336 護理系 彭○茹 正取 25

2160090414 護理系 張○ 正取 26

2160090315 護理系 廖○玲 正取 27

2160090418 護理系 尚○紘 正取 28

2160090070 護理系 吳○儀 正取 29

2160090010 護理系 王○笙 正取 30

2160090390 護理系 李○柔 正取 31

2160090158 護理系 陳○蓁 正取 32

2160090066 護理系 廖○茹 正取 33

2160090215 護理系 江○臻 正取 34

2160090382 護理系 孫○淳 正取 35

2160090392 護理系 柳○慧 正取 36

2160090087 護理系 高○瑩 正取 37

2160090346 護理系 張○涵 正取 38

2160090054 護理系 劉○含 正取 39

2160090120 護理系 蘇○婷 正取 40

2160090370 護理系 洪○榆 正取 41

2160090049 護理系 劉○琳 正取 42

2160090100 護理系 呂○綾 正取 43

2160090278 護理系 廖○鈴 正取 43

2160090385 護理系 鄭○薇 正取 45

2160090036 護理系 陳○欣 正取 46

2160090237 護理系 吳○欣 正取 47

2160090124 護理系 吳○怡 正取 48

2160090269 護理系 蔡○榆 正取 49

2160090435 護理系 劉○汝 正取 50

2160090081 護理系 吳○儀 正取 50

2160090364 護理系 吳○漩 正取 52

2160090389 護理系 陳○琪 正取 53

2160090327 護理系 曾○惠 正取 54

2160090286 護理系 洪○容 正取 55

2160090048 護理系 傅○慧 正取 56

2160090423 護理系 黃○筠 正取 57

2160090116 護理系 趙○君 正取 58

2160090027 護理系 郭○伶 正取 59

2160090008 護理系 李○臻 正取 60

2160090181 護理系 呂○臻 正取 61



2160090002 護理系 林○儒 正取 62

2160090150 護理系 鄭○茹 正取 63

2160090204 護理系 潘○旻 正取 64

2160090280 護理系 沈○瑤 正取 65

2160090274 護理系 陳○霓 正取 66

2160090130 護理系 楊○涵 正取 67

2160090206 護理系 鍾○君 正取 68

2160090112 護理系 石○庭 正取 69

2160090328 護理系 李○ 正取 70

2160090240 護理系 朱○潔 正取 71

2160090297 護理系 邱○中 正取 72

2160090170 護理系 黃○瑩 正取 73

2160090271 護理系 鍾○璇 正取 74

2160090257 護理系 陳○穎 正取 75

2160090097 護理系 林○昕 正取 76

2160090037 護理系 吳○芳 正取 77

2160090379 護理系 何○玟 正取 78

2160090388 護理系 李○晏 備取 1

2160090179 護理系 陳○萱 備取 2

2160090301 護理系 陳○儀 備取 3

2160090072 護理系 洪○易 備取 4

2160090243 護理系 簡○臻 備取 5

2160090115 護理系 王○謙 備取 6

2160090033 護理系 李○亞 備取 7

2160090233 護理系 吳○芸 備取 8

2160090134 護理系 莫○庭 備取 9

2160090055 護理系 陳○萱 備取 10

2160090358 護理系 陳○㚬 備取 11

2160090209 護理系 石○絜 備取 12

2160090013 護理系 陳○羽 備取 13

2160090228 護理系 邱○亭 備取 14

2160090096 護理系 林○萱 備取 15

2160090429 護理系 吳○欣 備取 16

2160090374 護理系 江○霖 備取 17

2160090434 護理系 蔡○儒 備取 18

2160090220 護理系 江○樂 備取 19

2160090138 護理系 林○廷 備取 20

2160090320 護理系 邱○萍 備取 21

2160090084 護理系 金○萱 備取 22

2160090047 護理系 張○慈 備取 23

2160090039 護理系 鄭○學 備取 24

2160090176 護理系 余○凌 備取 25

2160090300 護理系 翁○駿 備取 26

2160090149 護理系 高○育 備取 27

2160090365 護理系 黃○玲 備取 28

2160090344 護理系 鄭○昕 備取 29

2160090239 護理系 郭○琳 備取 30

2160090401 護理系 李○潔 備取 31



2160090343 護理系 楊○樺 備取 32

2160090277 護理系 胡○文 備取 33

2160090011 護理系 陳○妤 備取 34

2160090166 護理系 陳○如 備取 35

2160090171 護理系 吳○真 備取 36

2160090103 護理系 李○宜 備取 37

2160090264 護理系 高○懿 備取 38

2160090145 護理系 劉○芸 備取 39

2160090321 護理系 涂○雯 備取 40

2160090043 護理系 蔣○喻 備取 41

2160090183 護理系 李○新 備取 42

2160090252 護理系 李○陽 備取 43

2160090348 護理系 林○萱 備取 44

2160090161 護理系 鄭○傑 備取 45

2160090098 護理系 林○涵 備取 46

2160090419 護理系 張○琛 備取 47

2160090030 護理系 戴○妤 備取 48

2160090106 護理系 陳○汝 備取 49

2160090430 護理系 陳○安 備取 50

2160090397 護理系 張○甄 備取 51

2160090279 護理系 王○浩 備取 52

2160090293 護理系 李○岷 備取 53

2160090005 護理系 陳○浚 備取 54

2160090129 護理系 蔡○慈 備取 55

2160090349 護理系 邱○禎 備取 56

2160090125 護理系 陳○萓 備取 57

2160090110 護理系 顏○瑩 備取 58

2160090121 護理系 朱○慈 備取 59

2160090308 護理系 王○瑄 備取 60

2160090333 護理系 廖○芳 備取 61

2160090071 護理系 陳○霖 備取 62

2160090203 護理系 劉○甄 備取 63

2160090323 護理系 古○諭 備取 64

2160090009 護理系 劉○君 備取 65

2160090241 護理系 林○儀 備取 66

2160090332 護理系 林○芝 備取 67

2160090118 護理系 黃○嘉 備取 68

2160090371 護理系 林○鈞 備取 69

2160090403 護理系 洪○惠 備取 70

2160090381 護理系 呂○妙 備取 71

2160090284 護理系 謝○錚 備取 72

2160090290 護理系 莊○慧 備取 73

2160090330 護理系 李○慈 備取 74

2160090196 護理系 陳○文 備取 75

2160090253 護理系 王○心 備取 76

2160090014 護理系 羅○偉 備取 77

2160090119 護理系 謝○蓁 備取 78

2160090335 護理系 陳○彤 備取 79



2160090046 護理系 李○欣 備取 80

2160090169 護理系 許○淳 備取 81

2160090175 護理系 蕭○皓 備取 82

2160090026 護理系 郭○愷 備取 83

2160090128 護理系 蕭○潓 備取 84

2160090400 護理系 李○榆 備取 85

2160090133 護理系 曾○涵 備取 86

2160090154 護理系 鄭○恆 備取 87

2160090229 護理系 黃○瑜 備取 88

2160090025 護理系 蔡○娟 備取 89

2160090265 護理系 董○樂 備取 90

2160090368 護理系 黃○舜 備取 91

2160090317 護理系 蔡○蓉 備取 92

2160090360 護理系 王○綾 備取 93

2160090028 護理系 宋○旎 備取 94

2160090109 護理系 周○柔 備取 95

2160090262 護理系 賴○蓁 備取 96

2160090398 護理系 吳○瑜 備取 97

2160090405 護理系 林○憲 備取 98

2160090093 護理系 李○晏 備取 99

2160090380 護理系 田○嘉 備取 100

2160090212 護理系 張○宜 備取 101

2160090067 護理系 謝○芳 備取 102

2160090139 護理系 鄭○君 備取 103

2160090113 護理系 陳○君 備取 104

2160090399 護理系 盧○嫃 備取 105

2160090375 護理系 吳○璇 備取 106

2160090089 護理系 羅○涵 備取 107

2160090295 護理系 侯○伶 備取 108

2160090367 護理系 謝○廷 備取 109

2160090350 護理系 許○媚 備取 110

2160090305 護理系 郭○岑 備取 111

2160090439 護理系 徐○慈 備取 112

2160090268 護理系 彭○慈 備取 113

2160090396 護理系 蔡○伶 備取 114

2160090094 護理系 蕭○莙 備取 115

2160090292 護理系 陳○夆 備取 116

2160090285 護理系 黃○瑄 備取 117

2160090092 護理系 吳○瑩 備取 118

2160090311 護理系 李○璇 備取 119

2160090245 護理系 李○嫻 備取 120

2160090342 護理系 黃○菱 備取 121

2160090395 護理系 鍾○涵 備取 122

2160090221 護理系 黃○慈 備取 123

2160090156 護理系 潘○宇 備取 124

2160090378 護理系 李○玄 備取 125

2160090077 護理系 鄭○亭 備取 126

2160090412 護理系 陳○霖 備取 127



2160090189 護理系 陳○郁 備取 128

2160090188 護理系 巴○雯 備取 129

2160090225 護理系 黃○雅 備取 130

2160090165 護理系 吳○淇 備取 131

2160090117 護理系 張○玲 備取 132

2160090261 護理系 莊○傑 備取 133

2160090363 護理系 利○庭 備取 134

2160090088 護理系 陳○杰 備取 135

2160090184 護理系 藍○妮 備取 136

2160090331 護理系 陳○翎 備取 137

2160090246 護理系 陳○傑 備取 138

2160090438 護理系 吳○勳 備取 139

2160090345 護理系 洪○均 備取 140

2160090351 護理系 翁○仁 備取 141

2160090123 護理系 徐○雯 備取 142

2160090255 護理系 洪○駿 備取 143

2160090164 護理系 鄭○恬 備取 144

2160090227 護理系 陳○娟 備取 145

2160090162 護理系 陳○漢 備取 146

2160090140 護理系 劉○妤 備取 147

2160090407 護理系 闕○琁 備取 148

2160090095 護理系 曾○毓 備取 149

2160090339 護理系 黃○容 備取 150

2160090017 護理系 陳○禧 備取 151

2160090340 護理系 張○婷 備取 152

2160090424 護理系 葉○慧 備取 153

2160100004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朱○豪 正取 1

2160100021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陳○維 正取 2

2160100020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甘○洋 正取 3

2160100006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陳○豪 正取 4

2160100017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陳○鈴 正取 5

2160100016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吳○昇 正取 6

216011000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佑 正取 1

216011002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蕭○錡 正取 2

216011001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向 正取 3

216011003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翔 正取 4

216011000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瑋 正取 5

216011001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徐○鈞 正取 6

216011000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峻 備取 1

216012001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楊○婷 正取 1

216012002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州 正取 2

216012003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峰 正取 3

216012002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湘 正取 4

216012004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唐○楓 正取 5

216012004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曾○薇 正取 6

216012001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胡○文 正取 7

216012001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仁 正取 8

216012003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璁 正取 9



216012001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胡○ 正取 10

216012002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曾○宇 備取 1

216012001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峻 備取 2

216012001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許○瑜 備取 3

216012003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文 備取 4

2160130054 休閒運動管理系 李○峰 正取 1

2160130061 休閒運動管理系 黃○琇 正取 2

2160130003 休閒運動管理系 雷○駿 正取 3

2160130026 休閒運動管理系 施○煜 正取 4

2160130052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喻 正取 5

2160130067 休閒運動管理系 黃○諭 正取 6

2160130019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陞 正取 7

2160130014 休閒運動管理系 成○融 正取 8

2160130043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勛 正取 9

2160130059 休閒運動管理系 劉○妤 正取 10

2160130064 休閒運動管理系 甘○洋 正取 11

2160130027 休閒運動管理系 邱○源 正取 12

2160130045 休閒運動管理系 吳○杭 正取 13

2160130063 休閒運動管理系 賴○任 正取 14

2160130051 休閒運動管理系 張○誠 正取 15

2160130008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頡 正取 16

2160130068 休閒運動管理系 李○智 正取 17

2160130028 休閒運動管理系 黃○真 正取 18

2160130025 休閒運動管理系 鄭○颀 備取 1

2160140059 餐旅管理系 吳○菡 正取 1

2160140074 餐旅管理系 黃○聖 正取 2

2160140068 餐旅管理系 柯○宜 正取 3

2160140030 餐旅管理系 陳○琪 正取 4

2160140069 餐旅管理系 張○庭 正取 5

2160140002 餐旅管理系 林○荷 正取 6

2160140008 餐旅管理系 吳○名 正取 7

2160140009 餐旅管理系 張○涵 正取 8

2160140023 餐旅管理系 黃○媛 正取 9

2160140019 餐旅管理系 呂○諼 正取 10

2160140038 餐旅管理系 邱○捷 正取 11

2160140017 餐旅管理系 游○婷 正取 12

2160140054 餐旅管理系 林○函 正取 13

2160140040 餐旅管理系 林○宜 正取 14

2160140022 餐旅管理系 王○霖 正取 15

2160140073 餐旅管理系 董○毅 正取 16

2160140061 餐旅管理系 陳○吉 正取 17

2160140056 餐旅管理系 宋○昀 正取 18

2160140072 餐旅管理系 趙○霖 正取 19

2160140037 餐旅管理系 林○成 正取 20

2160140057 餐旅管理系 鄭○芸 正取 21

2160140027 餐旅管理系 劉○汶 正取 22

2160140075 餐旅管理系 梁○瑩 備取 1

2160140031 餐旅管理系 王○文 備取 2



2160140041 餐旅管理系 楊○萱 備取 3

2160150004 觀光事業系 李○ 正取 1

2160150009 觀光事業系 黃○媛 正取 2

2160150019 觀光事業系 陳○暄 正取 3

2160150015 觀光事業系 林○安 正取 4

2160150032 觀光事業系 李○勳 正取 5

2160160014 時尚美容應用系 遲○萱 正取 1

2160160015 時尚美容應用系 許○喻 正取 2

2160160002 時尚美容應用系 張○佳宜 正取 3

2160160007 時尚美容應用系 李○琦 正取 4

2160160020 時尚美容應用系 王○心 正取 5

2160160008 時尚美容應用系 陳○昕 正取 6

2160160010 時尚美容應用系 温○凡 正取 7

2160160009 時尚美容應用系 蕭○葳 正取 8

2160160023 時尚美容應用系 陳○偵 備取 1

2160160017 時尚美容應用系 葉○榆 備取 2

2160170023 應用外語系 黃○涵 正取 1

2160170038 應用外語系 馮○慧 正取 2

2160170033 應用外語系 涂○珊 正取 3

2160170028 應用外語系 楊○晴 正取 4

2160170005 應用外語系 李○祐 正取 5

2160170009 應用外語系 杜○瑋 正取 6

2160170022 應用外語系 陳○濱 正取 7

2160170036 應用外語系 曾○柔 正取 8

2160170047 應用外語系 陳○衡 正取 9

2160170035 應用外語系 林○因 正取 10

2160170046 應用外語系 朱○全 備取 1

2160170045 應用外語系 許○馨 備取 2

2160170013 應用外語系 温○凡 備取 3

2160170032 應用外語系 蔡○祐 備取 4

2160170029 應用外語系 洪○駿 備取 5

2160170025 應用外語系 李○祐 備取 6

2160180015 幼兒保育系 林○娟 正取 1

2160180001 幼兒保育系 陳○誼 正取 2

2160180003 幼兒保育系 許○禎 正取 3

2160180020 幼兒保育系 楊○姿 正取 4

2160180004 幼兒保育系 盧○明 正取 5

2160180021 幼兒保育系 王○鈞 正取 6

2160180024 幼兒保育系 古○玄 正取 7

2160180011 幼兒保育系 董○岑 正取 8

2160180006 幼兒保育系 劉○盈 備取 1

2160180010 幼兒保育系 謝○育 備取 2

2160180005 幼兒保育系 張○涵 備取 3

2160180023 幼兒保育系 曾○忻 備取 4

2160180027 幼兒保育系 邱○雯 備取 5

2160180026 幼兒保育系 林○凡 備取 6

2160190051 社會工作系 張○慈 正取 1

2160190026 社會工作系 陳○穎 正取 2



2160190024 社會工作系 陳○翔 正取 3

2160190041 社會工作系 林○樺 正取 4

2160190018 社會工作系 郭○儀 正取 5

2160190038 社會工作系 王○優 正取 6

2160190017 社會工作系 劉○盈 正取 7

2160190020 社會工作系 宋○邦 正取 8

2160190037 社會工作系 王○慧 正取 9

2160190068 社會工作系 田○嘉 正取 10

2160190071 社會工作系 蔡○宏 正取 11

2160190016 社會工作系 邱○鈞 正取 12

2160190061 社會工作系 陳○如 備取 1

2160190028 社會工作系 蔡○雅 備取 2

2160190034 社會工作系 潘○ 備取 3

2160190039 社會工作系 陳○暄 備取 4

2160190025 社會工作系 謝○育 備取 5

2160190008 社會工作系 蘇○傑 備取 6

2160190021 社會工作系 吳○妏 備取 7

2160200004 電子商務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鄭○文 正取 1

2160200006 電子商務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徐○宏 正取 2

2160200005 電子商務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甘○洋 正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