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864 藥學系藥學組 戚○澔 正取 1

2160010698 藥學系藥學組 曾○溱 正取 2

2160010080 藥學系藥學組 江○如 正取 3

2160010519 藥學系藥學組 吳○怡 正取 4

2160010725 藥學系藥學組 趙  ○ 正取 5

2160010400 藥學系藥學組 黃○晴 正取 6

2160010683 藥學系藥學組 許○閔 正取 7

2160010759 藥學系藥學組 楊○涵 正取 8

2160010713 藥學系藥學組 李○宸 正取 9

2160010839 藥學系藥學組 呂○儀 正取 10

2160010744 藥學系藥學組 林○娟 正取 11

2160010455 藥學系藥學組 紀○瑜 正取 12

2160010770 藥學系藥學組 賴○璇 正取 13

2160010553 藥學系藥學組 黃○儒 正取 14

2160010822 藥學系藥學組 楊○安 正取 15

2160010364 藥學系藥學組 李○螢 正取 16

2160010859 藥學系藥學組 郭○彤 正取 17

2160010608 藥學系藥學組 蔡○伃 正取 18

2160010840 藥學系藥學組 邱○莉 正取 19

2160010854 藥學系藥學組 陳○信 正取 20

2160010301 藥學系藥學組 陳○慧 正取 21

2160010241 藥學系藥學組 蔡○霖 正取 22

2160010604 藥學系藥學組 鄭○帆 正取 23

2160010546 藥學系藥學組 吳○翰 正取 24

2160010567 藥學系藥學組 呂○佑 正取 25

2160010767 藥學系藥學組 涂○珊 正取 26

2160010436 藥學系藥學組 蔡○勳 正取 27

2160010673 藥學系藥學組 廖○潁 正取 28

2160010849 藥學系藥學組 陳○宣 正取 29

2160010832 藥學系藥學組 謝○妮 正取 30

2160010430 藥學系藥學組 許○方 正取 31

2160010808 藥學系藥學組 張○瑄 正取 32

2160010646 藥學系藥學組 王○瑜 正取 33

2160010177 藥學系藥學組 吳○勳 正取 34

2160010729 藥學系藥學組 王○惠 正取 35

2160010869 藥學系藥學組 古○新 正取 36

2160010712 藥學系藥學組 宋○君 正取 37

107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各系組正取及備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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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10837 藥學系藥學組 薛○亘 正取 38

2160010287 藥學系藥學組 黃○璇 正取 38

2160010403 藥學系藥學組 楊○惟 正取 40

2160010355 藥學系藥學組 吳○溱 正取 41

2160010650 藥學系藥學組 張○修 正取 42

2160010295 藥學系藥學組 黃○嘉 正取 43

2160010071 藥學系藥學組 陳○伶 正取 44

2160010665 藥學系藥學組 蘇○展 正取 45

2160010372 藥學系藥學組 盧○漢 正取 46

2160010823 藥學系藥學組 賴○廷 正取 47

2160010663 藥學系藥學組 林○宇 正取 48

2160010261 藥學系藥學組 蔡○澄 正取 49

2160010723 藥學系藥學組 黃○元 正取 50

2160010513 藥學系藥學組 陳○君 正取 51

2160010647 藥學系藥學組 莊○皙 正取 52

2160010190 藥學系藥學組 倪○晞 正取 53

2160010856 藥學系藥學組 莊○珮 正取 54

2160010422 藥學系藥學組 胡○筠 正取 55

2160010249 藥學系藥學組 周○岫 正取 56

2160010825 藥學系藥學組 楊○璁 正取 57

2160010577 藥學系藥學組 林○萱 正取 58

2160010224 藥學系藥學組 林○庭 正取 59

2160010810 藥學系藥學組 謝○豪 正取 60

2160010205 藥學系藥學組 劉○妏 正取 61

2160010875 藥學系藥學組 潘○穎 正取 62

2160010003 藥學系藥學組 黃○瑜 正取 63

2160010845 藥學系藥學組 林○廷 正取 64

2160010143 藥學系藥學組 潘○恩 正取 65

2160010376 藥學系藥學組 洪○灝 正取 66

2160010323 藥學系藥學組 陳○瀅 正取 67

2160010702 藥學系藥學組 江○霖 正取 68

2160010044 藥學系藥學組 侯○甄 正取 69

2160010769 藥學系藥學組 張○瑾 正取 70

2160010629 藥學系藥學組 李○潔 正取 71

2160010394 藥學系藥學組 林○宇 正取 72

216002003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江○如 正取 1

21600203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娟 正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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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2031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許○胤 正取 3

216002025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軒 正取 4

216002027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伃 正取 5

216002033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趙  ○ 正取 6

216002026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蘇○雅 正取 7

216002034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千 正取 8

216002015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歐○○孟 正取 9

216002012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鄭○承 正取 10

216002039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戚○澔 正取 11

216002018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楊○惟 正取 12

216002007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劉○豪 正取 13

216002041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鍾○玲 正取 14

216002002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路○鈺 正取 15

216002008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瑩 正取 16

216002021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劉○慈 正取 17

216002001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佑 正取 18

216002024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璋 正取 19

216002007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芳 正取 20

216002015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慈 正取 21

216002020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云 正取 22

216002008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賴○榆 正取 23

216002025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騰 正取 24

216002013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禎 正取 25

216002013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丁○彤 備取 1

216002041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萱 備取 2

21600201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曾○珩 備取 3

216002013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樺 備取 4

216002000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鄭○馨 備取 5

216002032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宸 備取 6

216002035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蓉 備取 7

216002020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葉○彤 備取 8

216002030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王○鈺 備取 9

216002035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音 備取 10

216002021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鄭○怡 備取 11

216002036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軒 備取 12

216002007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王○絜 備取 13

216002008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趙○翔 備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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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2029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維 備取 15

216002032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江○軒 備取 16

216002019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周○衡 備取 17

216002025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彥 備取 18

216002036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倩 備取 19

216002039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萱 備取 20

216002009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嘉 備取 21

216002007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洹 備取 22

216002039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程 備取 23

216002001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晴 備取 24

216002033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賴○紘 備取 25

216002002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佑 備取 26

216002039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梅○倫 備取 27

216002035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周○凱 備取 28

2160030045 食品科技系 陳○嫺 正取 1

2160030037 食品科技系 郭○君 正取 2

2160030071 食品科技系 林○恩 正取 3

2160030033 食品科技系 吳○嫻 正取 4

2160030011 食品科技系 邱○甄 正取 5

2160030017 食品科技系 陳○潔 正取 6

2160030010 食品科技系 謝○妍 備取 1

2160030049 食品科技系 賴○樂 備取 2

2160030022 食品科技系 王○沛 備取 3

2160030026 食品科技系 陳○澧 備取 4

2160030031 食品科技系 李○萱 備取 5

2160030044 食品科技系 熊○琪 備取 6

2160030051 食品科技系 吳○蓁 備取 7

2160030030 食品科技系 賴○庭 備取 8

2160030047 食品科技系 陳○霓 備取 9

2160030067 食品科技系 梁○瑜 備取 10

2160030053 食品科技系 陳○霖 備取 11

2160030038 食品科技系 官  ○ 備取 12

2160030006 食品科技系 陳○蒓 備取 12

2160030025 食品科技系 林○洋 備取 14

2160040007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詹○貿 正取 1

2160040020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江○頡 正取 2

2160040016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浚 正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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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40006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張○榕 正取 4

2160040025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吳○勳 正取 5

2160040013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張○萱 正取 6

2160040031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邱○瑜 正取 7

2160040024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銘 正取 8

2160040012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呂○承 備取 1

2160050034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黃○博 正取 1

2160050023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黃○維 正取 2

2160050007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黃○鴻 正取 3

216005002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李○靚 正取 4

2160050035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莊○君 正取 5

2160050005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邱○婷 正取 6

2160050028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丁○郡 正取 7

2160050004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王○賢 正取 8

2160050026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林○慧 正取 9

2160050008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鍾○龍 正取 10

216005001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戴○澤 正取 11

2160050011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呂○承 正取 12

2160050017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陳○任 備取 1

2160050029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卓○宏 備取 2

2160060008 護理系 林○容 正取 1

2160060187 護理系 吳○頻 正取 2

2160060310 護理系 王○合 正取 3

2160060257 護理系 石○仟 正取 4

2160060159 護理系 劉○賢 正取 5

2160060316 護理系 王○綺 正取 6

2160060108 護理系 陳○哲 正取 7

2160060390 護理系 張○閔 正取 8

2160060403 護理系 鄧○云 正取 9

2160060278 護理系 辜○庭 正取 10

2160060341 護理系 譚○勻 正取 11

2160060167 護理系 楊○琳 正取 12

2160060013 護理系 王○瑢 正取 13

2160060461 護理系 林○均 正取 14

2160060065 護理系 鄭○榮 正取 15

2160060409 護理系 陳○云 正取 16

2160060402 護理系 賴○敏 正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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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432 護理系 黃○菱 正取 18

2160060192 護理系 林○慧 正取 19

2160060034 護理系 蔡○瑄 正取 20

2160060395 護理系 王○伃 正取 21

2160060369 護理系 林○鈞 正取 22

2160060322 護理系 吳○玲 正取 23

2160060279 護理系 莊○喻 正取 24

2160060048 護理系 吳○恩 正取 25

2160060332 護理系 陳○亘 正取 26

2160060020 護理系 張○蓁 正取 27

2160060142 護理系 邱○榮 正取 27

2160060057 護理系 陸○霖 正取 29

2160060094 護理系 施○馨 正取 30

2160060339 護理系 李○菁 正取 31

2160060087 護理系 洪○伶 正取 32

2160060411 護理系 包○柔 正取 33

2160060328 護理系 陳○均 正取 34

2160060414 護理系 呂○瑾 正取 35

2160060454 護理系 凃○樺 正取 36

2160060150 護理系 林○妮 正取 37

2160060435 護理系 鄭○韓 正取 38

2160060056 護理系 蔡○沛 正取 39

2160060171 護理系 林○茹 正取 40

2160060166 護理系 邱○涵 正取 41

2160060097 護理系 蔡○霖 正取 42

2160060091 護理系 柯○丞 正取 43

2160060442 護理系 林○雅 正取 44

2160060032 護理系 林○浩 正取 45

2160060019 護理系 蔣○沛 正取 46

2160060015 護理系 陳○銓 正取 47

2160060169 護理系 沈○誠 正取 48

2160060080 護理系 王○芳 正取 49

2160060319 護理系 陳○瑜 正取 50

2160060070 護理系 余○廷 正取 51

2160060096 護理系 顏○儀 正取 52

2160060082 護理系 羅○琪 正取 53

2160060333 護理系 周○慈 正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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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111 護理系 林○嫣 正取 55

2160060058 護理系 廖○婷 正取 56

2160060017 護理系 曾○潔 正取 57

2160060455 護理系 黃○彬 正取 58

2160060410 護理系 林○君 正取 59

2160060216 護理系 劉○欣 正取 60

2160060331 護理系 陳○敏 正取 61

2160060078 護理系 林○逸 正取 62

2160060277 護理系 謝○永 正取 63

2160060126 護理系 謝○宜 正取 64

2160060163 護理系 賴○霖 正取 65

2160060335 護理系 何○瑋 正取 66

2160060418 護理系 吳○淋 正取 67

2160060392 護理系 蔡○庭 正取 68

2160060373 護理系 沈○婷 正取 69

2160060462 護理系 李○寬 正取 70

2160060228 護理系 張○菡 正取 71

2160060401 護理系 陳○倫 正取 72

2160060312 護理系 葉○瑜 正取 73

2160060073 護理系 朱○茜 正取 74

2160060079 護理系 施○馨 正取 75

2160060042 護理系 柯○璤 正取 76

2160060242 護理系 楊○如 正取 77

2160060113 護理系 洪○婷 正取 78

2160060447 護理系 楊○紛 備取 1

2160060135 護理系 余○慈 備取 2

2160060393 護理系 葉○嘉 備取 3

2160060247 護理系 王○曦 備取 4

2160060144 護理系 黃○琪 備取 5

2160060439 護理系 陳○涵 備取 6

2160060261 護理系 丁○伊 備取 7

2160060014 護理系 葉○廷 備取 8

2160060309 護理系 黃○芸 備取 9

2160060303 護理系 王○維 備取 10

2160060283 護理系 趙○婕 備取 11

2160060289 護理系 蔣○涵 備取 12

2160060314 護理系 許○絜 備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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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069 護理系 邱○涵 備取 14

2160060046 護理系 趙○熹 備取 15

2160060366 護理系 廖○葒 備取 16

2160060385 護理系 蔡○樺 備取 17

2160060214 護理系 黃○琁 備取 17

2160060347 護理系 陳○忻 備取 19

2160060043 護理系 袁  ○ 備取 20

2160060394 護理系 顏○容 備取 21

2160060225 護理系 陳○晴 備取 22

2160060153 護理系 林○琪 備取 23

2160060404 護理系 吳○如 備取 24

2160060444 護理系 徐○茵 備取 25

2160060035 護理系 林○宏 備取 26

2160060449 護理系 沈○珊 備取 27

2160060134 護理系 王○沛 備取 28

2160060235 護理系 李○欣 備取 28

2160060053 護理系 李○陞 備取 30

2160060009 護理系 黃○婷 備取 31

2160060244 護理系 吳○鋌 備取 32

2160060368 護理系 黃○珊 備取 33

2160060226 護理系 劉○玲 備取 34

2160060118 護理系 張○晴 備取 35

2160060063 護理系 朱○亭 備取 36

2160060334 護理系 呂○哲 備取 37

2160060068 護理系 陳○萱 備取 38

2160060259 護理系 呂○容 備取 38

2160060217 護理系 張○瑜 備取 40

2160060038 護理系 康○瑋 備取 41

2160060067 護理系 陳○妤 備取 42

2160060417 護理系 曾○瑜 備取 43

2160060077 護理系 顏○雅 備取 44

2160060199 護理系 紀○蔧 備取 45

2160060183 護理系 劉○瑜 備取 46

2160060282 護理系 張○云 備取 46

2160060379 護理系 高○甄 備取 46

2160060370 護理系 張○婷 備取 49

2160060213 護理系 劉○吟 備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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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182 護理系 劉○秀 備取 51

2160060285 護理系 柯○妍 備取 52

2160060273 護理系 邵○瑜 備取 53

2160060408 護理系 連○汝 備取 54

2160060215 護理系 許○瑜 備取 55

2160060359 護理系 許○然 備取 56

2160060023 護理系 陳○騄 備取 57

2160060196 護理系 張○珊 備取 58

2160060184 護理系 陳○維 備取 59

2160060156 護理系 翁○吟 備取 59

2160060139 護理系 吳○嫻 備取 59

2160060438 護理系 何○茵 備取 59

2160060039 護理系 廖○涵 備取 63

2160060055 護理系 陳○瑜 備取 64

2160060458 護理系 林○潔 備取 65

2160060400 護理系 廖○淳 備取 66

2160060086 護理系 陳○安 備取 67

2160060177 護理系 蔡○君 備取 68

2160060050 護理系 林○詢 備取 69

2160060154 護理系 陳○羽 備取 70

2160060098 護理系 鄭○盈 備取 71

2160060054 護理系 周○葦 備取 72

2160060011 護理系 游○章 備取 73

2160060381 護理系 李○蓉 備取 74

2160060406 護理系 謝○欣 備取 75

2160060022 護理系 陳○樺 備取 76

2160060305 護理系 湯○凱 備取 77

2160060376 護理系 沈○君 備取 78

2160060127 護理系 鄭○珊 備取 78

2160060301 護理系 江○蓉 備取 80

2160060044 護理系 姚○邑 備取 81

2160060253 護理系 楊○嫺 備取 82

2160060342 護理系 艾○霓 備取 83

2160060364 護理系 劉○新 備取 84

2160060105 護理系 林○璇 備取 85

2160060348 護理系 林○伃 備取 86

2160060099 護理系 劉○霈 備取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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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005 護理系 陳○璇 備取 88

2160060356 護理系 趙○婕 備取 89

2160060307 護理系 徐○屏 備取 90

2160060002 護理系 王○璇 備取 91

2160060075 護理系 白○儒 備取 92

2160060178 護理系 梁○岑 備取 92

2160060107 護理系 蘇○晴 備取 94

2160060320 護理系 彭○婷 備取 95

2160060012 護理系 張○綺 備取 96

2160060003 護理系 林○芸 備取 97

2160060074 護理系 鄭○穎 備取 98

2160060430 護理系 陳○寧 備取 99

2160060304 護理系 林○鴻 備取 100

2160060386 護理系 吳○瑄 備取 101

2160060130 護理系 盧○霖 備取 102

2160060293 護理系 朱○螢 備取 103

2160060452 護理系 黃○豪 備取 103

2160060377 護理系 蔡○珊 備取 105

2160060116 護理系 張○曜 備取 106

2160060336 護理系 邱○棋 備取 107

2160060297 護理系 柯○瑄 備取 108

2160060362 護理系 鍾○瑋 備取 109

2160060251 護理系 蘇○毓 備取 110

2160060188 護理系 黃○鈞 備取 111

2160060155 護理系 郭○清 備取 112

2160060287 護理系 邱○晴 備取 113

2160060202 護理系 陳○孜 備取 114

2160060363 護理系 王○雯 備取 115

2160060210 護理系 楊○朋 備取 116

2160060071 護理系 吳○嬨 備取 117

2160060451 護理系 林○丞 備取 118

2160060031 護理系 王○人 備取 119

2160060272 護理系 林○廷 備取 119

2160060061 護理系 黃○茵 備取 121

2160060365 護理系 柳○丞 備取 122

2160060181 護理系 張○亨 備取 123

2160060081 護理系 吳○君 備取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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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263 護理系 蘇○晴 備取 125

2160060325 護理系 李○庭 備取 125

2160060431 護理系 謝○軒 備取 127

2160060109 護理系 張○苡 備取 128

2160060201 護理系 張○瑜 備取 129

2160060089 護理系 邱○歆 備取 130

2160060445 護理系 高○靜 備取 131

2160060138 護理系 侯○澧 備取 132

2160060232 護理系 李○宸 備取 133

2160060443 護理系 佘○沛 備取 134

2160060440 護理系 裴○鈞 備取 135

2160060090 護理系 謝○稜 備取 136

2160060165 護理系 熊○羽 備取 137

2160060147 護理系 卓○蓁 備取 138

2160060209 護理系 張○瑄 備取 139

2160060423 護理系 李○嫻 備取 139

2160060203 護理系 紀  ○ 備取 141

2160060330 護理系 劉○陞 備取 142

2160060234 護理系 余○純 備取 143

2160060052 護理系 林○均 備取 144

2160060072 護理系 朱○瑜 備取 145

2160060101 護理系 張○維 備取 146

2160060460 護理系 彭○喻 備取 147

2160060375 護理系 葉○儀 備取 148

2160060357 護理系 吳○容 備取 149

2160060152 護理系 黃○楷 備取 150

2160060391 護理系 陳○蓉 備取 151

2160060296 護理系 王○汶 備取 152

2160060413 護理系 葉○儀 備取 153

2160060027 護理系 曾○瑋 備取 154

2160060083 護理系 倪○慈 備取 155

2160060252 護理系 林○平 備取 156

2160060254 護理系 盧○婷 備取 157

2160060222 護理系 汪○羽 備取 158

2160060064 護理系 張○庭 備取 159

2160060299 護理系 韓○丞 備取 160

2160060076 護理系 洪○雯 備取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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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60151 護理系 沈○芳 備取 162

2160060211 護理系 吳○軒 備取 163

2160060324 護理系 林○佑 備取 164

2160070013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郭○倚 正取 1

2160070033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胡○郁 正取 2

2160070001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吳○心 正取 3

2160070034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丁○蓁 正取 4

2160070030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陳○方 正取 5

2160070018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李○瑜 正取 6

2160070007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侯○甄 正取 7

2160070012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邱○寧 正取 8

2160070003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簡○怡 正取 9

2160070009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吳○妍 正取 10

2160070006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胡○湲 備取 1

2160070016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孫○癸 備取 2

2160070031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周○潔 備取 3

2160070028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蕭○齊 備取 4

2160070017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鄧○苗 備取 5

2160070002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陳○諠 備取 6

2160070004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許○淳 備取 7

2160070024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鄒○潔 備取 8

2160070005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游○妮 備取 9

2160070015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謝○晅 備取 10

2160070026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羅○暄 備取 11

2160070027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李○葶 備取 12

2160070011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黃○彤 備取 13

2160080014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林○聖 正取 1

2160080001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蔡○凱 正取 2

2160080005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林○侖 正取 3

2160080004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王○霆 正取 4

2160080008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張○中 正取 5

2160080010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柯○笙 正取 6

216009000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唐○錚 正取 1

216009001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林○玟 正取 2

216009000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邱○柔 正取 3

216009002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辰 正取 4

216009000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楊○琪 正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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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9000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林○俊 正取 6

216009001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瑜 備取 1

216009001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豪 備取 2

216009002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廖○茹 備取 3

216009000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蕭○君 備取 3

2160100014 休閒運動管理系 官  ○ 正取 1

2160100006 休閒運動管理系 張○中 正取 2

2160100035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鳴 正取 3

2160100044 休閒運動管理系 机○綺 正取 4

2160100037 休閒運動管理系 江○宏 正取 5

2160100008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龍 正取 6

2160100016 休閒運動管理系 莊○雅 正取 7

2160100032 休閒運動管理系 古○鈺 正取 8

2160100007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宇 正取 9

2160100045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翰 正取 10

2160100041 休閒運動管理系 王○喆 正取 11

2160100036 休閒運動管理系 鍾○儒 正取 12

2160100033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高○楷 正取 13

2160100031 休閒運動管理系 余○淳 正取 14

2160110029 餐旅管理系 朱○寬 正取 1

2160110052 餐旅管理系 鄧○娟 正取 2

2160110042 餐旅管理系 羅○庭 正取 3

2160110059 餐旅管理系 王○菱 正取 4

2160110057 餐旅管理系 謝○穎 正取 5

2160110020 餐旅管理系 郭○琮 正取 6

2160110053 餐旅管理系 洪○良 正取 7

2160110028 餐旅管理系 林○芹 正取 8

2160110016 餐旅管理系 賴○洋 正取 9

2160110006 餐旅管理系 張○文 正取 10

2160110018 餐旅管理系 胡○媛 正取 11

2160110021 餐旅管理系 陳○鈺 正取 12

2160110009 餐旅管理系 林○鈞 正取 13

2160110054 餐旅管理系 李○慧 正取 14

2160110037 餐旅管理系 力○馨 正取 15

2160110066 餐旅管理系 鄧○雅 正取 16

2160110056 餐旅管理系 丁○仟 備取 1

2160110051 餐旅管理系 廖○傑 備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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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110023 餐旅管理系 楊○平 備取 3

2160120019 觀光事業系 林○玟 正取 1

2160120008 觀光事業系 邱○柔 正取 2

2160120001 觀光事業系 官○鈴 正取 3

2160120010 觀光事業系 陳  ○ 正取 4

2160120018 觀光事業系 李○儀 正取 4

2160130017 時尚美容應用系 李○庭 正取 1

2160130010 時尚美容應用系 江○儀 正取 2

2160130002 時尚美容應用系 陳○婷 正取 3

2160130016 時尚美容應用系 楊○雲 正取 4

2160130006 時尚美容應用系 陳○潔 正取 5

2160140022 應用外語系 邱○珍 正取 1

2160140016 應用外語系 阮○媚 正取 2

2160140014 應用外語系 鄧○怡 正取 3

2160140015 應用外語系 任○旋 正取 4

2160140032 應用外語系 吳○婷 正取 5

2160140028 應用外語系 郭○妤 正取 6

2160140029 應用外語系 陳○薇 正取 7

2160140001 應用外語系 王○暄 備取 1

2160140033 應用外語系 林○宇 備取 2

2160150013 幼兒保育系 陳○欣 正取 1

2160150006 幼兒保育系 任○珊 正取 2

2160150011 幼兒保育系 蔡○羽 正取 3

2160150028 幼兒保育系 劉○辰 正取 4

2160150001 幼兒保育系 許○瑩 正取 5

2160150027 幼兒保育系 古○鈺 備取 1

2160150038 幼兒保育系 蔡○欣 備取 2

2160150037 幼兒保育系 陳○方 備取 3

2160150016 幼兒保育系 江  ○ 備取 4

2160160020 社會工作系 陳○豪 正取 1

2160160055 社會工作系 曾○智 正取 2

2160160044 社會工作系 林○品 正取 3

2160160067 社會工作系 李○偉 正取 4

2160160018 社會工作系 張○屏 正取 5

2160160014 社會工作系 阮○媚 正取 6

2160160036 社會工作系 許○妤 正取 7

2160160072 社會工作系 陳○倫 正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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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160007 社會工作系 朱○瑜 正取 9

2160160015 社會工作系 蔡○甄 正取 10

2160160053 社會工作系 王○汶 正取 10

2160160079 社會工作系 呂○凡 備取 1

2160160057 社會工作系 楊○葦 備取 2

2160160039 社會工作系 陳○宇 備取 3

2160160077 社會工作系 戈○豪 備取 4

2160160042 社會工作系 邱○軒 備取 5

2160160002 社會工作系 楊○評 備取 6

2160160041 社會工作系 羅○輝 備取 7

2160160069 社會工作系 羅○晏 備取 8

2160160023 社會工作系 莊○萱 備取 9

2160160076 社會工作系 陳○方 備取 10

2160160050 社會工作系 林○杰 備取 11

2160160025 社會工作系 吳○綺 備取 12

2160170003 原鄉發展與運用學士學位學程 方○愷 正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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